
四张实体网
守护地铁站
3月1日， 市公安局公交总

队在地铁1号线王府井站， 组
织首都轨道交通系统群防群治
力量召开守护平安地铁建设推
进会， 对推进特大型城市轨道
交通系统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相适应的群防群治工作建
设进行再部署。目前，北京已构
建四张实体网建设，即：以公安
一线执勤民警为骨干的巡逻查
控网， 以运营企业站区职工积
极参与的区域防控网， 以保安
员、 安检员和乘务管理员为辅
助的阵地控制网， 以其他志愿
者力量为补充的车站守护网。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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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曦)3月3日，
西城区妇联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
“家国情·同欢庆” 主题家庭日活
动。 来自驻区部委、 全区各委办
局、街道和社会组织、企业的近千
名女性朋友与家庭一起， 体验传
统文化，感受身边科学。

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也是西城区妇联建会60周年。
本次活动以 “家国情·同欢庆”为

主题，“绘制美丽中国”“我和国旗
合张影” 等活动用别样的方式为
祖国庆生，向妇女致敬，彰显家国
情怀，尽显巾帼本色。

除本次主题家庭日以外， 西
城区各委办局妇委会、 各街道、
社区开展的一系列庆祝 “三八 ”
妇女节活动也正在有序进行中，
系列活动会持续整个3月份， 惠
及全区女性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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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交管部门将办事窗口前移 方便车主办理车务手续

可上临时牌照的4S店增加到103家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 截至
3月1日， 历时40天的2019年春运
工作结束。 春运期间， 全市进出
京客运总量约4334万人次， 同比
增长约5.8%， 较往年相比， 呈持
续上升趋势。

其中 ， 铁路上下车乘客约
3038万人次 ， 同比增长约 7% ；
民航进出港约1230万人次， 同比

增长约 5% ； 省际进出站约 166
万 人次 ， 同比下降约9%。 地面
公交客运量约 2.94亿人次 ， 同
比下降约 16% ； 轨道交通客运
量 约 3.61亿 人 次 ， 同比增长约
7.8%。 全市收费公路交通总量约
7297.51万辆 ， 日均182.44万辆 ，
进出京比为1:0.93。

据介绍， 较往年相比， 2019
年春运客流阶段特征明显。 2019

年春节是2月5日， 较2018年提前
11天。 春运期间， 北京客流呈现
节前客流平稳， 节后客流高度集
中的特征。

运输方式格局优化。 全国铁
路列车运行图调整及春运增开临
客列车， 运能有较大幅度提升，
春运铁路旅客比重占了70%， 民
航占28%， 公路省际客运占2%，
公路省际客运继续呈下降趋势。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12315” 发布2月份消费者
投诉分析公示， 提醒消费者， 换
季时节衣物洗染消费纠纷增多。

2月份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热线共登记消费者投诉信
息 17838件 ， 接 待 消 费 者 咨 询
32293人次，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649.26万元。

根据12315中心历年投诉数

据分析， 换季时节有关洗染类消
费的投诉有所增加。 从投诉具体
问题看， 质量问题居首位， 其中
主要以颜色改变、 损坏、 遗失以
及变形为主； 其次是由于消费者
集中送洗衣物， 导致洗衣店无法
如期将衣物洗净归还。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
者进行洗染消费时， 要注意选择
正规的、 规模较大的店家， 切莫

贪图便宜。 送洗时双方要检查衣
物情况， 务必在票据上约定衣物
的颜色、 破损情况 、 服务价格
等 重 要 信 息 。 同 时 ， 对 于 较
贵重的衣物 ， 保留购物凭证 ，
在 洗 涤 时 可 选 择 保 价 服 务 ，
一旦衣物损坏 ， 可索取赔偿 。
取物时应认真检查衣物质量， 并
当面提出疑义， 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争议。

换季时节洗染消费纠纷增多

2019年春运北京客运总量达4334万

西城妇联举办“家国情·同欢庆”家庭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者
昨天获悉， 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
示范运行区（首钢园）已启动。首
钢园通过无人接驳、编队行驶、分
时租赁、无人快递、无人清扫、无
人配送、无人售卖、无人巡检8个
方面在内的自动驾驶示范场景，
展现了智慧化的未来运行世界。

据了解， 此次示范运行区启
动后， 首钢园将成为北京市无人

车最集中的区域和集中测试的实
验田， 重点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技
术产业化、 加快建设智能路网设
施、 建成满足超大城市出行需求
的交通云、 率先建设5G车联网、
大力发展高精度地图产业， 全力
打造以智能网联汽车为代表的城
市科技实验场和孵化器， 推动高
精尖产业集聚发展， 加速建设一
个充满活力的未来智慧城市。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运行区落户首钢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 市公安交管部门再次推出
“放管服” 便民新举措： 本市103
家4S店可代为核发机动车临时号
牌， 其中80家4S店， 群众购车后
可直接在店内办理车辆注册登记
业务， 现场领取车辆行驶证、 机
动车登记证书， 享受正式号牌邮
递到家的贴心服务。 同时， 交管
部门还进一步优化网上车牌选号
流程， 让市民群众网上选号更便
捷、 体验更舒心。

领取临时号牌更方便
以往车主购买新车后， 因为

无号牌无法上路行驶， 需要先行
到交管部门的车管所或车管站办
理临时号牌 ， 再返回购车处取
车， 随后再驾驶悬挂临时号牌的
车辆去车管所办理新车注册登记
业务， 需要多次往返跑路。 为进
一步方便群众， 提高办事效率，
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办事窗口前移
到本市103家具备相应资质的汽
车销售4S店。 市民群众在这103
家4S店购买新车时， 可直接持车
主身份证明、 购车发票、 车辆合
格证、 交强险保单在4S店现场办
理机动车临时号牌业务， 不需要
再到车管所或车管站现场申领临

时号牌， 省去了群众跑路排队的
时间。

申领正式号牌更贴心
在本市103家汽车销售4S店

可代为核发临时号牌业务的基础
上， 市公安交管部门在其中80家
具备相关业务办理条件的4S店，
推出了现场代为办理新车注册登
记业务 （仅限国产免检小微型客
车）。市民群众在这80家4S店购买
新车时， 在办理完购车及相关税
费手续，并通过“交管12123”APP
或互联网服务平台（http://bj.122.
gov.cn）完成网上选号后，就可以
直接在店里领取车辆行驶证和机
动车登记证书， 现场办理机动车
注册登记业务， 正式号牌将会以
邮递方式直接寄送到家， 简化了
流程、方便了群众。 下一步，市交
管部门将向本市其他符合资质的
4S店推广上述业务， 力争让市民
群众购车上 “牌” 更便捷。

同时， 为了进一步方便群众
办理车管业务， 上述80家4S店除
了可以代为办理本店销售的国产
免检小微型客车注册登记， 核发
机动车临时号牌以外， 还可以为
群众代为办理核发注册登记6年
以内的非营运轿车和小微型载客

汽车免检合格标志、 本服务站上
牌车辆且抵押权人为银行或金融
公司的抵押和解押登记业务， 以
及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 损毁换
证、 丢失补证、 审验、 提交身体
条件证明、 自愿降级等业务。

网上选号更便捷
目前， 市民群众已经可以通

过 “交管12123” APP直接在网
上办理我市新车预选号牌、 在用
车预选号牌、 新能源汽车换发号

牌预选号牌业务。 如果车主不熟
悉预选机动车号牌业务操作流
程 ， “交管12123” APP中还提
供了 “模拟选号” 功能， 在提交
车辆信息后 ， 可点击 “模拟选
号” 进入模拟选号操作。 模拟选
号功能与正式选号功能流程完全
相同， 但不保存任何信息， 只供
车主熟悉选号操作。 同时， 为了
满足群众通过网络途径选取心仪
号码的需求， 市公安交管部门加
大了互联网投放的号牌比例， 号

牌资源更为丰富。
此外， 交管部门提示广大市

民群众， 网上预选机动车号牌过
程中， 可能会出现输入车辆识别
代号验证时系统提示该车已被他
人预选号牌的情况， 如果车主确
认录入信息无误并且确保车辆系
本人所有， 可以通过互联网服务
平台 网 页 版 （ http://bj.122.gov.
cn） 的 “预选号牌申诉” 功能进
行申诉， 申诉审核通过之后， 车
主即可继续在网上预选号牌。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期， 市公安交管部门对2018年在
本市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
罪的13名驾驶人， 依法作出吊销
机动车驾驶证， 且终生不得重新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 此
前， 市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对32名
2017年在本市发生交通事故后逃
逸构成犯罪的驾驶人作出了终生
禁驾处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 第一百零一条的规
定：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造成交通
事故后逃逸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且
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 上述13人因发生交通事故
后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 已被法
院依法判决， 交管部门依法吊销
其机动车驾驶证。

13人中年龄最大的46岁， 最
年轻的只有28岁， 他们都将面对

终生无法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 不得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
境况。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司机朋
友： 驾车上路一定要自觉遵守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 文明行
车 、 安全驾驶 。 发生交通事故
后 ， 要立即停车并全力保护现
场， 如果造成了人员伤亡， 应当
立即抢救伤者并迅速报警， 积极
协助警方调查处理， 千万不要心
存侥幸妄图逃逸， 否则将面临更
为严厉的处罚。

交管部门再次公布一批终生禁驾人员名单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北京
市发改委日前批复北京市X波段
双偏振多普勒天气雷达组网建设
项目 （二期）。 记者了解到， 该
项目预计今年汛期前完工。

据了解， 本市规划了9部X波
段雷达组成观测网，分两期布局。
一期在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密
云， 共部署了5部X波段雷达，主
要覆盖人口密集的重点城区，并
且初步建立了X波段雷达组网应
用系统。 二期主要覆盖西部和北
部山区。这次获批的4部X波段雷
达，拟在门头沟、平谷、怀柔、延庆
建设， 填补探测盲区， 完成X波
段雷达组网建设 。 9部X波段雷
达组成观测网， 将实现对重大活

动所在区域极端天气进行精细探
测， 为重大活动的短时气象预报
服务和实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创
造更好的基础条件。 保障城市安
全运行， 可以对上游天气40公里
以外局地强对流天气进行监测预
警， 提升气象灾害防灾减灾和应
急响应能力。

X波段雷达二期预计汛期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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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 市公安交管部门再次推出
“放管服” 便民新举措： 本市103
家4S店可代为核发机动车临时号
牌， 其中80家4S店， 群众购车后
可直接在店内办理车辆注册登记
业务， 现场领取车辆行驶证、 机
动车登记证书， 享受正式号牌邮
递到家的贴心服务。 同时， 交管
部门还进一步优化网上车牌选号
流程， 让市民群众网上选号更便
捷、 体验更舒心。

领取临时号牌更方便
以往车主购买新车后， 因为

无号牌无法上路行驶， 需要先行
到交管部门的车管所或车管站办
理临时号牌 ， 再返回购车处取
车， 随后再驾驶悬挂临时号牌的
车辆去车管所办理新车注册登记
业务， 需要多次往返跑路。 为进
一步方便群众， 提高办事效率，
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办事窗口前移
到本市103家具备相应资质的汽
车销售4S店。 市民群众在这103
家4S店购买新车时， 可直接持车
主身份证明、 购车发票、 车辆合
格证、 交强险保单在4S店现场办
理机动车临时号牌业务， 不需要
再到车管所或车管站现场申领临

时号牌， 省去了群众跑路排队的
时间。

申领正式号牌更贴心
在本市103家汽车销售4S店

可代为核发临时号牌业务的基础
上， 市公安交管部门在其中80家
具备相关业务办理条件的4S店，
推出了现场代为办理新车注册登
记业务 （仅限国产免检小微型客
车）。市民群众在这80家4S店购买
新车时， 在办理完购车及相关税
费手续，并通过“交管12123”APP
或互联网服务平台（http://bj.122.
gov.cn）完成网上选号后，就可以
直接在店里领取车辆行驶证和机
动车登记证书， 现场办理机动车
注册登记业务， 正式号牌将会以
邮递方式直接寄送到家， 简化了
流程、方便了群众。 下一步，市交
管部门将向本市其他符合资质的
4S店推广上述业务， 力争让市民
群众购车上 “牌” 更便捷。

同时， 为了进一步方便群众
办理车管业务， 上述80家4S店除
了可以代为办理本店销售的国产
免检小微型客车注册登记， 核发
机动车临时号牌以外， 还可以为
群众代为办理核发注册登记6年
以内的非营运轿车和小微型载客

汽车免检合格标志、 本服务站上
牌车辆且抵押权人为银行或金融
公司的抵押和解押登记业务， 以
及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 损毁换
证、 丢失补证、 审验、 提交身体
条件证明、 自愿降级等业务。

网上选号更便捷
目前， 市民群众已经可以通

过 “交管12123” APP直接在网
上办理我市新车预选号牌、 在用
车预选号牌、 新能源汽车换发号

牌预选号牌业务。 如果车主不熟
悉预选机动车号牌业务操作流
程 ， “交管12123” APP中还提
供了 “模拟选号” 功能， 在提交
车辆信息后 ， 可点击 “模拟选
号” 进入模拟选号操作。 模拟选
号功能与正式选号功能流程完全
相同， 但不保存任何信息， 只供
车主熟悉选号操作。 同时， 为了
满足群众通过网络途径选取心仪
号码的需求， 市公安交管部门加
大了互联网投放的号牌比例， 号

牌资源更为丰富。
此外， 交管部门提示广大市

民群众， 网上预选机动车号牌过
程中， 可能会出现输入车辆识别
代号验证时系统提示该车已被他
人预选号牌的情况， 如果车主确
认录入信息无误并且确保车辆系
本人所有， 可以通过互联网服务
平台 网 页 版 （ http://bj.122.gov.
cn） 的 “预选号牌申诉” 功能进
行申诉， 申诉审核通过之后， 车
主即可继续在网上预选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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