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赵月溪 杨超) 近日，石景山区
市场监管局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
执法人员对小区内的自动售水机
宣传广告进行地毯式摸排， 对存
在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广告经营、
发布主体现场责令整改， 同时对
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在石景山某小区内的自动售
水机上，竟然出现“排毒养颜”“抵

抗衰老”“减肥瘦身”“促进消化”
“增强体质”等广告词，因宣传广
告用语不规范甚至违反相关法
律， 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当场责令广告发布者予以拆
除，并进行了立案查处。

专项行动过程中， 还制定了
专项台账和每日内部通报制度，
动态掌握检查整改进度， 持续净
化广告环境。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5月
10日，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 首都
文明办、 市教委在朝阳区白家庄
小学望京分校举办2019年垃圾分
类我们一起来宣传活动启动仪
式。 活动中， 白家庄小学学生展
示了将垃圾 “变废为宝” 的作品
及学校垃圾分类成果。 活动还为
教师代表颁发北京市垃圾分类绿
色宣讲团讲师证书 。 学生 、 家
长、 教师、 朝阳区城市管理委代
表共同发布了垃圾分类倡议， 呼
吁全社会参与垃圾分类， 守护绿
色梦想。

自2010年4月15日，本市全面
推进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以来，坚
持开展 “周四垃圾减量日”“垃圾
分类，我们一起来”等宣传活动。
截至2018年底， 共举办宣传活动
26000余场，实现宣传人群基本覆
盖，垃圾分类知晓率不断提高。目
前， 垃圾分类示范片区覆盖率已
达30%，覆盖633万余人。2019年底
覆盖率还将达到60%。

同时，针对中小学生，制作了
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绿娃在行动》
《垃圾的故事》等绘本读物，海淀、
大兴等区部分学校已经将垃圾分

类内容纳入校本校材；制作了《绿
娃在行动》动画片，推出了垃圾分
类卡通代言人“分小萌”。

此外， 本市还组建了超过7
万人的 “管城理市” 志愿服务队
伍， 参与垃圾分类活动59790人
次。 其中 ， 朝阳区于2018年9月
率先建立了共有22名在职教师组
成的 “垃圾分类志愿者讲师 ”
队伍， 在全区学校和社区中开展
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宣讲 。 2019
年， 计划每人在全区学校、 街道
中开展1-2次讲座， 宣传垃圾分
类理念， 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东城区龙潭街道举办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周年庆典，“巷约”———我
们相约在小巷，相约在春天。

从2017年至今，龙潭“小巷管
家”走过了两年。据街道相关负责
人介绍， 所谓小巷管家就是把小
巷当做家来经营，在家门口、做身
边事、叙邻里情、享共治果。所谓
管家团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把
社区的管理共同担当起来。

两年来，145名“小巷管家”共
巡访120287小时， 解决问题事项
22478件。“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
严冬酷暑， 他清理街面和河道树
丛中的杂物、劝离推车游商、整治
共享单车……” 这是左安浦园社
区小巷管家郭平戌的日常；“她既
是龙北聚爱春晖爱老志愿服务队
队长， 组织参与社区各类敬老慰
老活动，也是小巷管家，每天巡视
在小巷。”这是龙潭北里社区小巷
管家陈连英的多重名片 ；“80高
龄，除了每天巡视街巷，还入户走

访了解居民的问题。”这是板厂南
里社区小巷管家王印菊。

去年， 龙潭街道小巷管家团
成立。光明社区的“明远花香”小
巷管家团以绿地管护、 环境维护
为主要工作重心， 发起了环境治
理、停车管理、宣传栏认领、周末

大扫除等项目。 将小巷管家团的
工作从表面的环境治理上升到关
注社区建设、邻里和谐等方面；左
安漪园社区“漪心一意”小巷管家
团的成员们团结协作，风雨无阻，
克服各种困难按时巡视， 奋斗在
家园建设的第一线。 于佳 摄

龙潭“小巷管家”两年为民办事22478件

本市今年垃圾分类覆盖率将达到60%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近日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国
家体育馆改造施工已全面开展 ，
预计2020年完工， 具备测试赛条
件， 并于2021年举办冬奥会前的
冰球测试赛。

国家体育馆现状建筑面积约
8.4万平方米 ， 用地面积 6.87公
顷。 冬奥会期间， 该场馆将承办

男子冰球比赛、 女子冰球决赛及
冬残奥会冰橇冰球比赛等项目。
据了解， 本次国家体育馆改造将
在保持场馆原有大型室内陆上体
育馆性质的基础上， 通过增加场
馆的制冰功能， 使场馆具备可承
接世界级陆上赛事、 冰上赛事、
大型室内活动的现代化、 多功能
的大型冰陆两用综合化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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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员
张庆娥） 13日， 北京安定医院与
北京宣武医院联合开设精神神经
疑难病会诊中心。

会诊中心设在北京安定医院
特需门诊， 会诊专家由安定医院
老年团队、 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及
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

的专家组成。 会诊频率暂定为1
次/周， 后续将根据患者需求进
行调整。 会诊中心成立后， 两家
医院还将建立绿色通道， 提供双
向转诊服务。 患者可以挂老年科
普通号， 由老年科医生筛查后预
约本门诊， 或拨打电话58303103
咨询老年病房。

石景山市场监管局整治违法宣传广告

逃票、霸座、推销等将纳入个人信用不良信息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从市交通委获悉，15日起，《北京
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正式实施。
其中明确提出，车厢内禁止饮食、
禁止吸电子烟。 逃票、“霸座”、推
销营销、 大声播放视频音乐等行
为也将纳入个人信用不良信息。

为维护轨道交通运营秩序 ，
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市交通
委员会对《乘客守则》进行修订，
同时，制定《关于对轨道交通不文
明乘车行为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
息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实施。

此前 ，《乘客守则 》《实施意
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得到了
市民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针
对一些建设性意见， 进行了充分
采纳。《乘客守则》《实施意见》的

实施将进一步加大对乘坐轨道交
通不文明行为的惩治力度。

为适应当前北京市轨道交通
发展、运营需求，对《乘客守则》进
行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增加了不
得在车厢内进食、 一人同时占用
多个座位、私自张贴悬挂物品、推
销产品或从事营销以及在车站、
车厢内使用折叠自行车、 自动平
衡车、各类滑板车等内容；另一方
面，对原有款项进行了修改，补充
了禁止吸电子烟、 在疏散通道内
长时间滞留、乘凉、躺卧、使用伪
造变造车票及违反自动扶梯、通
道等禁行标志逆行等内容。

此外，为确保《乘客守则》的
实施效果， 同时制定了 《实施意
见》， 其主要体现四个方面的内

容， 包括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
的不文明乘车行为，包括逃费、占
座、列车上进食、推销营销、大声
播放视频音乐；相关治理措施，对
不文明乘车行为劝阻制止不听
的， 地铁运营单位有权拒绝提供
乘车服务， 并报告公安和交通执
法部门， 市交通执法部门将其记
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 公安机关
依法进行处理；相关补救措施，因
不文明乘车行为记录个人信用不
良信息的行为人， 可以通过主动
参加轨道交通志愿服务进行不良
信息修复；信息复核，自然人认为
个人信用不良信息有误的， 可以
向市交通执法部门申请个人信用
不良信息复核， 市交通执法部门
将进行核查并作出处理。

本报讯 （记者 孙艳）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 世园会
开园半个月以来， 交通出行运行
平稳。截至5月13日，世园会接待
的游客中，集约化出行占比64%，
其中采取公交专线出行占13.1%，
S2线占5%，旅游大巴占45.9%，小
汽车及其他交通方式占36%。

据统计，“五一”小长假（5月1
日-4日 ） 期间集约化出行比例
49%，小长假过后，集约化出行比
例逐渐升高，近一周（5月7日-13
日），集约化出行比例为76.8%，上

涨了27.8个百分点。 集约化出行
最高在5月9日，为87.2%；最低在5
月1日，为42.49%。

为了方便市民快速抵达世园
会园区， 市交通部门开通了公交
专线7条， 其中公交1线在会期每
日开通，另外6条在非工作日开通
（详情可通过 “北京交通”APP查
询）。

世园会会期还有140多天，期
间还有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以
及暑期等节假日， 世园会交通出
行仍然压力较大。 市交通委建议

市民去往世园会， 优先选择公交
专线、S2线等集约化交通出行，方
便又快捷， 同时又能有效避开拥
堵。下一步，市交通部门将根据各
公交专线预约客流、 地铁运营时
间、S2线客流和世园会闭园时间
等情况，动态调整运力安排，最大
限度满足游客出行需求； 根据专
用道车辆通行情况， 研究专用道
启用时间和专用路方案， 加强专
用道管理措施， 提高专用道通行
效率， 为市民游览世园会提供安
全、便捷、舒适的交通服务。

世园会开园满半月 集约化出行比例64%

本报讯 （记者 盛丽）14日，
首都文明办联合市直机关工委、
市交通委、 团市委、 市公安交管
局、 北京广播电视台召开2019年
“礼让斑马线专项行动” 推进会。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本市将推出
“斑马线前15秒”活动，面向全社
会征集市民在斑马线前拍摄到的
或文明或不文明的出行瞬间。

活动将依托 《北京新闻》“民
有所呼 我有所应”专栏，利用全
市道路交通探头， 将重点对16区

100个示范路口进行抓拍编辑播
出，抓拍各类交通违法，记录街头
的各类不文明行为， 引导广大交
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规、 文明出
行。此外，第二届礼让斑马线广场
舞比赛即日起正式启动。 大赛以
专门创作的 《礼让斑马线》《我爱
斑马线》《等灯， 等灯》3首歌为蓝
本，按照区级推荐、自主报名、市
级评选、 集中展示的程序组织展
开， 获奖作品将在北京电视台进
行展播。

国家体育馆改造预计2020年完工

两医院联合开设精神神经疑难病会诊中心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近日，
怀柔区北房镇大周各庄村利用两
个月时间，开展了清除侵占街道、
拆除违法建设专项行动， 由此创
建了北房镇首个“无违建村”。

今年以来， 北房镇以深入开
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和美
丽乡村建设工作为契机， 先后拆
除违法建设12.1万平方米。 该镇
还以大周各庄村为试点， 积极推
动“无违建村”创建工作。截至目
前， 该村52户3000余平方米宅基
地外违法建设已全部拆除。 下一

步， 北房镇将总结推广大周各庄
“无违建村”创建经验，持续推进
“无违建村”创建工作，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和提升公共服务品质。

地铁“禁食”规定正式实施

怀柔北房镇建成首个“无违建村”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记者从北京市贸促会获悉 ，2019
年第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
意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9日至6月
1日在京举办。今年文博会纳入中
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据介绍， 第十四届北京文博
会以 “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为主题，
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带一
路”建设、北京推进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试点等战略部署， 搭建综
合活动、展览展示、推介交易、论
坛会议、创意活动、分会场“六位
一体”的活动平台。

本届北京文博会主展场仍然
设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
还将开设17个主题展区，5个专业
分会场以及各区文化产业分会
场。 另外，5场综合活动、8场推介
交易活动、 4场论坛会议与4场创
意活动也将在展期内举行。

北京文博会5月29日国展开幕

“斑马线前15秒”视频全市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