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记者
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 6月14
日首车起将新开4条通州区域微
循环线路。 4条微循环线路将增
加源盛东街、 玉桥东一路、 京洲
北街等道路地面公交线网覆盖 ，
方便太玉园、 高楼金第、 蕙兰美
居、 朝北8080、 合生滨江帝景 、
大方居等小区居民以及阳光金融
城乘客的出行， 实现与邻近轨道
交通或地面公交骨干线路的高效
接驳。

T110路首末站为太玉园总
站、 地铁土桥站， 营业时间为太
玉园总站6:20-8:50， 地铁土桥站

17:00 -20:00， 节 假 日 停 驶 。
T111路首末站为刘庄 、 北京物
资学院， 营业时间为刘庄6:00-
8:30、 17:30-20:00， 北京物资学
院 6:30 -9:00、 18:00 -20:30， 节
假日停驶 。 T112路首末站为京
东运乔建材城、 地铁土桥站， 营
业时间为京东运乔建材城6:20-
8:50、 17:00-20:00，地铁土 桥
站 6:35-9:05、17:15-20:15， 节假
日停驶。 T113路首末站为京东运
乔建材城、大方居北门，营业时间
为京东运乔建材城6:00-8:30、16:
30-19:30，大方居北门6:30-9:00、
17:00-20:00，节假日停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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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记者
近日从市住建委了解到， 市发展
装配式建筑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
了 《北京市发展装配式建筑2018
年-2019年工作要点》 （京装配
联办发 〔2019〕 1号）， 对装配式
建筑下一阶段发展重点再次进
行 明 确 。 本 市 将 加 强 装 配 式
建筑项目建设各环节的监督与
指导， 今年力争实现装配式建筑
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25%
以上。

根据要点， 本市将推进装配
式建筑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模

式， 落实两个以上的装配式建筑
项目实施工程总承包示范； 推广
装修样板房制度， 加大保障性住
房装配式装修的应用， 在商品住
房中逐步推广装配式装修； 推进
京津冀部品部件生产和使用管理
领域战略合作， 实现规划布局、
政策法规、 管理模式和技术标准
的协同； 开展装配式建筑项目管
理服务平台建设工作， 建立市、
区级项目建设清单和装配式建筑
项目数据信息库。

据了解， 自2017年发布 《关
于加快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

见 》 （京政办发 〔2017〕 8号 ）
以来， 本市始终将落实 《实施意
见》 作为工作重点， 坚持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
理念， 推动建造方式革新， 积极
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 据统计，
2017年本市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
积449万平方米， 占全市开工建
筑面积的15%； 2018年本市新开
工装配式建筑面积 1337万平方
米 ， 占 全 市 开 工 建 筑 面 积 的
29%。 本市装配式建筑在新建建
筑中的比例不断提升， 连续两年
超额完成了年度目标。

不动产抵押权注销登记可网上办
申请人可网上提交申请 工作人员网上审核 实现线上办理

新华社电 记者从北京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了解到， 从
6月10日起， 北京市不动产抵押
权注销登记可在网上办理。 这是
北京市不动产登记领域出台 “一
窗办理”、 “一网通办”、 网上支
付登记费等多项措施后， 推出的

又一项便民利企的新举措。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不动产抵押
权注销登记量大面广， 去年北京
市共办理16.8万件， 占全北京市
不动产登记量的 15.6% 。 此前 ，
此项登记是在不动产所有权人还

清贷款后， 前往银行网点领取申
请材料， 再到不动产登记窗口提
交申请。

根据近日印发的 《关于网上
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的通知 》，
今后办理不动产抵押权注销登
记， 申请人只需要在网上提交申

请， 工作人员在网上审核， 实现
线上办理。 不动产所有权人无需
前往登记窗口， 只需由银行登录
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网上服务平
台， 录入申请信息， 登记部门即
可进行网上审核。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银行权
限设置， 可以准确确认办事人的
真实意思，确保登记安全。此外，
不动产登记网上服务平台24小时
开放， 银行可以随时在互联网提
交申请， 登记部门在收到登记申
请后的24小时内完成业务办理。

本报讯（记者 边磊）100余平
方米的违建霸占了楼宇间的空
地，成了安全通道的“拦路虎”。6
月5日，东城区安定门街道组织城
管、消防、安监、公安等部门依法
对其进行了拆除。

据了解， 方家胡同46号原为
北京市机床厂厂房， 现作为地区
创意文化产业园，有酒吧、酒店等
文化产业。近日，安定门街道在综
合执法安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这
处违建，里面居住了30余人，被一

家酒店当作员工宿舍。
东城城管安定门街道执法队

副队长杨晋介绍，这处违建共5间
房，面积101平方米，把本来属于
消防通道的公共空间全给占了。
“要是遇上应急救援这完全成了
‘拦路虎’， 就连微型的三轮消防
车也很难通过。”杨晋说。

此处违建拆除完毕后， 将恢
复应急消防通道， 并征求产业园
区的意见进行留白增绿， 设置一
些美化环境的设施。 陈艺 摄

安定门街道拆除消防“拦路虎”

6月5日上午， 一场别开生面
的端午节文化庆典在海淀区紫竹
院街道南长河公园河畔举行， 包
粽子、 手工编彩绳、 上龙舟、 牵
玩偶等互动游戏唤醒传统节日记
忆； 诗朗诵、 京剧等文艺演出发
扬传统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粽粽情情端端午午 如如意意紫紫竹竹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者
从北京铁路局获悉， 今年端午假
期 ， 北 京 铁 路 局 共 发 送 旅 客
452.97万人， 同比增加0.71万人，
增幅0.16%。6月7日， 全局发送旅
客131.71万人，增幅0.04%， 创下
端午小长假旅客发送历史新高。

节日期间， 北京铁路局采取
增开列车、 动车重联、 加挂扩编
等方式， 最大限度扩充运力， 共
计安排增开旅客列车256对， 其
中， 直通列车累计开行48对， 管
内列车累计开行208对。 面对持

续火爆的 “世园游”， 北京铁路
局在S2线周末节假日高峰图18对
列车开行的基础上 ， 加开 S251
次， 首末班车时间也分别提前和
延后， 最大限度满足游客参观游
览时间和出行需求。 6日至9日 ，
S2线发送旅客达5万人。

北京站根据客流量增加夜班
公交、出租汽车的数量，联同“定
制公交”等诸多出行方式，形成了
换乘交通方式的有序衔接。 针对
夜间到站的旅客 ， 车站安排发
放夜间公交乘车指南；利用出站

通道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公交
车次、运营时间等信息。北京西站
在“036”候车室增派人力，为老幼
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接送站服
务，保证重点旅客的出行安全。北
京南站在4个售票厅设置9个取票
专口， 为使用护照等不方便在自
助售票机购买车票的旅客提供快
速取票服务；加大爱心服务力量，
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服务队，
在自助售（取）票机专区、咨询台
等重点岗位， 为旅客提供咨询及
引导帮扶等服务。

端午假期北京铁路局共发送450余万人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昨
天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 端午
假期期间 ，地面公交日均出车
1.69万辆，日均发车13.87万次，总
客运量为1982.7万人次。

针对节日客流集中的出行特
点 ， 公交集团重点增加了世园
会 、 市郊旅游景点 、 三大火车
站、 商业娱乐中心、 高考考场等
地区周边的运力， 地面公交日均
出车1.69万部， 与去年同比增长
4.48%， 日均客运量为660.9万人

次， 与去年同比增长5.32%， 客
运总量达1982.7万。

6月7日至9日， 17条世园会
专线公交共出车907部， 发出车
次 2745次 ， 运送乘客 8.44万人
次。 此外， 3条城市观光线共出
车108部， 发车511次， 运送乘客
15189人次； 3条旅游公交线路共
出车100部，发出车次200次，运送
乘客8245人次；开通古北水镇、慕
田峪、 农业嘉年华和奥林匹克公
园景区的5条节假日专线共累计

出车43部，发车111次，累计运送
乘客2719人次。 6条南站高铁快
巴共出车75部， 发出车次75次，
运送乘客825人次 。 夜5、 夜17、
夜21等途经北京站和北 京 西 站
夜班线路计划外加车 24部， 发
出24次， 运送乘客864人次 。 西
郊线正线每日上线 10组列车 ，
全日运行计划 318列 ， 正点率
达 100% ， 端 午 假 期 客 运 总量
为6.48万人次， 与去年同比增长
19.56%。

端午假期公交运客1982.7万人次

今年装配式建筑占比要达25%以上

周五起通州新开4条微循环公交

新华社电 截至9日晚的统
计数据显示， 北京世园会自开园
以来的入园游客量达到206万人
次。端午小长假期间，园区累计接
待入园游客近13.8万人次。

据了解， 端午节假期， 一系
列丰富的文化活动在世园会园区
陆续举行， 让游客在欣赏美丽花
园的同时也感受到浓浓的端午文
化氛围。 6日， 中国国家馆日主
题活动和北京端午文化节系列活
动在园区举行。 甘肃庆阳香包、
山西太平绣球、 内蒙古马头琴等

非遗展品展示， 以及包粽子、 制
香包、 编五彩绳、 制作植物画等
端午民俗体验活动， 都吸引了大
批游客观赏、 参与。

同时，浙江日、安徽日等主题
日活动及地方特色文艺演出，以
及欧洲风情演出专场、 中医药主
题互动体验、 花车巡游等演出及
展示活动，也颇受游客欢迎。假期
3天，园区共组织各类主题活动88
场，吸引观众6.2万人次。

北京世园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自开园以来，中国馆、国际馆、

生活体验馆、植物馆、妫汭剧场等
主要建筑场馆是最受游客欢迎的
游览地。 截至9日晚，“四馆一剧
场”累计接待游客约526万人次。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全面丰富
的游园体验，端午节期间，北京世
园局还对园区内电瓶车路线进行
了优化调整。 针对园区游客分布
不均衡的情况，通过发布推荐游览路
线、增加园区活动等各类措施，使
前期较“冷门”的一些场馆和设施
的游客接待量有了提升， 有效疏
解了热门场馆的接待压力。

北京世园会游客量突破20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