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近日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世
园 会 园 区 每 日 可 为 游 客 供 水
15000立方米， 可满足世园会高
峰接待日30万游人的用水需求。

妫水河是永定河的重要支
流， 与下游官厅水库仅相距5公
里， 世园会园区位于延庆新城妫
水河畔， 园中妫汭湖就是引自妫
水河。 经过各种净化与改善， 每
天约有7万立方米流入妫水河 ，
流水潺潺穿园而过。

据介绍， 妫水河世园段的水
质标准， 已达到地表水Ⅲ类。 按
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分类， Ⅲ
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鱼虾类

越冬场、 洄游通道、 水产养殖区
等渔业水域及游泳区。 所以， 在
世园会园区， 偶遇飞鸟蹁跹、 鱼
翔浅底的美景， 也就不奇怪了。

据了解， 延庆新城南部、 世
园会围栏东侧布置了一系列供排
水管线工程： 改造雨污水合流管
线24公里 ， 新建供水管线33公
里、 再生水管线18公里， 保障延
庆新城南部和世园会供排水安
全。 目前， 这些管线向世园区供
水量约3000立方米/日 ， 能够满
足园区试运营期间接待6万游客
用水需求； 最大供水能力15000
立方米/日， 可满足世园会高峰
接待日30万游人的用水需求。

同时， 这一系列供排水管线

工程中的新建再生水管线和改造
雨污水合流管线， 还可解决植物
“喝水”。 二者将世园会上游污水
截流至城西再生水厂， 雨水接入
妫水河， 经过处理后用于园区内
植物的浇灌、 冲厕和景观用水。
目前， 这些管网向世园区日供水
量达12000～14000立方米/日， 最
高可为世园会提供再生水40000
立方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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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昨天，
2019北京金融科技协同创新论坛
暨金融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发布会
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
示交易中心会议中心召开。 现场
对金融科技协同创新平台进行了
推介，发布了线上平台功能模块。

当天， 主办方发布了62家首
批入驻平台成员名单， 其中40家
成员代表上台签署了协同创新平

台公约 。 此外 ， 聚焦大数据风
控 、 智能银行 、 网络安全等方
面， 旷视科技、 宇信科技、 集奥
聚合、 中科聚信、 国舜科技分别
与招商银行、 北京银行、 中关村
银行、 九江银行和齐鲁银行现场
签署了合作协议。 下一步， 海淀
区将坚持市场主体定位、 抓好环
境建设， 坚持鼓励技术创新和防
范金融风险。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流动仲裁庭首次走进街道商会，
通过现场庭审、案件点评的方式，
让用人单位和企业职工近距离了
解劳动争议仲裁、学习法律法规。

现场庭审的案件是哺乳期劳
动者与某企业发生的工资待遇纠
纷案件， 劳动者请求企业支付未
付工资、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
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不仅
在现场进行庭审，在庭审结束后，
还就案件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
行详细讲解和点评，并与企业、职
工积极互动，现场答疑解惑。东城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女职工权

益争议审理庭庭长周思思说：“通
过庭审的方式让企业和职工更加
直观地了解和学习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以及维权的方式、 维权的
流程， 可以更好地维护劳动者权
益， 同时也是提升企业规范劳动
用工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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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 受低层暖气
团控制， 预计22日至25日本市将
有持续3～4天34℃以上的高温天
气，前期晴热，后期闷热。

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吴
宏议介绍，22日和23日平原地区
最高气温35～36℃，局地将达37℃
以上，核心区和城市副中心在36～
37℃，且相对湿度较小，为晴热天
气。24日和25日平原地区最高气
温34～35℃，湿度增大 ，转为闷热

天气。26日本市气温明显下降，高
温天气过程结束。

从历史资料看， 北京观象台
自有气象记录以来 （1951-2018
年）， 有17个年份在5月下旬出现
过35℃及以上高温天气， 极端最
高气 温 达 41.1℃ （2014年 5月 29
日）；1965年5月下旬曾出现过连
续4天超过35℃的高温天气 。另
外，24日至25日大气能量条件较
好，天空云量增多，不排除出现局
地对流天气的可能性。

每日可为游客供水15000立方米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20
日，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自5月
13日本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共
享单车”专项治理行动以来，各互
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和各区交通
部门已清理违规车辆累计超过5
万辆，整改问题点位1200余个。

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负
责人赵震介绍，目前全市共有9家
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在管理部门进
行报备， 报备车辆在191万左右。
如果清理出废弃车辆， 相关部门
会对废弃车辆进行回收， 但企业
不得以此为理由使用该废弃车辆
的指标新增车。

目前， 西城区在辖区所有地
铁站口和金融街三处共享单车容
易淤积地安装了电子监测设施
100套（处），设置围栏110多个。围
栏设备在和企业对接后， 可以查
出50米范围内车辆投放的数量，
并通过扫描单车， 检查停放的车
辆是否已经在交通主管部门进行
了报备。同时还能对违投、淤积等

情况进行监控。
今年，西城区计划再增设150

套（处），以覆盖全区所有重点公
交场站、旅游景点、商业街区及重
要路段，进一步扩大监测范围。

治理违规投放的同时， 本市
也在解决共享单车乱停的顽疾。
西城区停车管理中心主任陈虹介
绍，西城区将于6月份在金融街试
点共享单车“入栏结算”。届时市

民在停放共享单车时， 需要将车
辆停放在施划白线的区域， 否则
将无法进行结算而继续计费。西
城区还将根据使用情况逐步在全
区进行推广。

另外，市民可以关注“北京公
共自行车”微信公众号，使用“共
享自行车扫码核查”功能，就可查
到共享单车是否备案， 如发现未
备案车辆，可以举报。 周美玉 摄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北京市住建委执法部门联合
西城房管局、 海淀房管局、 丰台
房管局开展房地产市场检查， 线
上线下两手抓， 17家房地产经纪
机构被查处。

据了解， 市住建委执法部门
坚持问题导向， 大力规范互联网
上房源信息发布行为， 持续深入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打击

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严查发布委托手续不全 、“商改
住”“产改住”、 虚假房源信息，以
及违法群租、 违规租赁等扰乱市
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 此次查
处的17家房地产经纪机构违反了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 的规定，
市区住建房管执法部门已立案查
处， 并要求主流互联网平台下架
其发布的全部房源信息。

市区联手线上线下规范房源信息发布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东城区信访办公室客座心理咨询
师首次走进社区， 在天坛街道东
里社区活动室开展心理讲座活
动，为社区调解干部心理减压。

活动现场， 心理咨询师通过
小组互动、 场景模拟等方式为12
名参与活动的社区调解干部分享
疏解心理压力及为信访人提供心
理疏导的有效经验方法。“给来访
居民提供一个可以充分表达自我
的空间， 让他们在这里找到被理
解、被接受的感觉，并运用倾听、

共情、专注等方法，解除来访居民
的防御心理， 建立互相信任的关
系， 从而深度发掘信访人表达诉
求背后存在的‘深层隐形’问题。”
客座心理咨询师李璐说，“学习心
理学原理能够有助于信访调解干
部把握来访人的心态， 从一个新
的角度处理群众信访问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 老师通过
互动游戏， 让大家在纸上写出自
己对“人”字的认知，从而延伸到
对“我”的认知，以提问的形式引
出大家对“人性”的思考。通过画

“生命线”， 老师向参与者阐明家
庭关系、 个人成长和工作压力三
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引导社区调
解干部识别自我情绪和潜在压
力，从而教会大家如何缓解压力，
学习为来访人做好心理疏导的有
效方法。

据了解， 此次活动是天坛街
道探索第三方力量参与信访工作
模式的新尝试， 旨在提升基层调
解干部心理素质，同时，将心理学
知识灵活运用于实际信访矛盾调
解工作中。

天坛街道邀心理咨询师解调解员“心结”

62家企业入驻金融科技协同创新平台

大大兴兴安安定定桑桑椹椹节节开开启启““甜甜蜜蜜之之旅旅””
20日， 大兴安定第十八届桑椹旅游文化节在安定镇御林古桑园开

幕。本届文化节将持续到6月16日，游客在游览御林古桑园、采摘桑椹、
体验非遗、领略农桑文化的同时，还可以游览双塔寺遗址，观赏千年古
银杏树，体验前安定民俗旅游，参观乡情村史陈列室，品尝特色“桑叶
宴”农家饭等。 本报记者 孙艳 邱勇 摄影报道

东城流动仲裁庭首次走进街道商会

世园会供水满足高峰日30万人需求

近日， 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
对全区在售电动自行车开展专项
检查。 对不合格商品责令下架停
止销售，并现场开展行政指导，对
商家负责人进行法规知识培训，
督促商家加强自律， 切实维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摄影报道

石景山专项检查
在售电动自行车

金融街将试点共享单车“入栏结算”
本市已清理违规共享单车超5万辆

魅力
世园会

今起将持续4天34℃以上高温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