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七夕，明天立秋，京城老字号在这两个日子做足“文章”。记者
从同和居、同春园老字号了解到，它们既有为年轻人准备的“表白”菜
品，有的餐厅还送出了“永不凋谢的玫瑰花”，好看又好吃，还有各式各
样的贴秋膘套餐，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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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石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会
同五里坨街道、公安、城管、消防
支队， 以五里坨辖区黑食品加工
点、社会治安秩序、消防隐患等为
重点，开展了集中夜查行动。此次
检查结合五里坨辖区浅山区较多
的特点，针对陈家沟、潭峪村、黑
陈路等外来人口密集、 出租大院
多的3个自然村进行拉网式检查。

截至当晚10时35分， 共检查

出租大院17户， 未发现违法经营
行为。 在潭峪村一出租大院墙角
发现存储200升柴油3桶， 出租屋
内存放发动机油12桶、 液压油5
桶。当场被公安机关暂扣，消除了
安全隐患。

石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此次
专项行动为契机， 结合城乡结合
部综合整治， 做好食品安全防控
工作。

冬奥配套西白庙220千伏变电站投运
本报讯（记者 张晶） 记者从

市重大项目办获悉 ，3日 ，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配套电力
工程西白庙220千伏变电站投产，
正式投入使用。 该项目将为冬奥
延庆赛区、京张高铁、北京西北部
电网提供稳固有力的电力支撑。

据悉，西白庙220千伏变电站
作为延庆赛区配套电网工程，总
建筑面积7389平方米，于2018年9
月30日开工建设。 该站为全户内
钢结构模块化建设变电站， 一期
工程新建变电容量36万千伏安。
投运后， 将为京张高铁大浮坨牵
引站提供调试和永久电源， 并作

为张北柔直北京换流站的220千
伏主要下送通道， 进一步完善稳
固北京西北部地区220千伏双环
网结构。 据市电力公司冬奥办负
责人介绍说， 电力公司正积极推
进3大类、58项赛时供电保障工程
建设，其中配套110千伏及以上电
网工程12项。西白庙220千伏变电
站是该公司负责运维管理的第
100座220千伏及以上高电压等级
变电站。

另据介绍， 目前北京2022年
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雪道及技术道路系统累计完成
工程量近90%， 造雪机已开始安

装。 高山滑雪世界杯使用的竞速
赛道建设将在今年10月底达到测
试赛基本要求。 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即将完成赛道U型槽浇筑工
程，计划在2020年3月达到国际单
项组织场地预认证条件。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经市政府同意， 北京市发改委会
同市商务局、北京海关、北京市文
旅局、石景山区政府印发《关于支
持首钢园区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
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推出12条措施，支持本市新
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在新首
钢地区落地。

去年11月，首钢园区3号高炉
举行奔驰新品发布会。这是3号高
炉变身后的首次商业活动， 效果
堪称惊艳。未来，这样有看点的发

布会将越来越密集。 按照当天发
布的新措施，3号高炉、 首钢园运
动中心， 这些带着浓郁后工业特
色的空间， 以后将举办国内外新
品的发布活动， 吸引国际品牌首
发、扶持自主品牌首发。

围绕冬奥体育运动、 城市科
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园区将打造
一批首钢特色的原创新品发布活
动平台。 新品发布离不开专业的
配套服务，在这方面，园区将通过
强化新品发布与销售渠道对接服
务，为新品销售搭建平台。值得一

提的是， 为加大对首发新品的商
标维权保护力度， 符合条件的首
发新品品牌还将列入 “北京市重
点商标保护名录”。在政务服务方
面， 大型新品发布活动安全许可
备案时，也将获得一些便利支持。

首钢园区未来将支持打造品
牌首店商业街区。 在首钢北区冬
奥广场、公共服务配套区，发展品
牌首店将吸引一批国内外品牌商
品落地。同时，按照本市鼓励发展
商业品牌首店的政策， 园区也鼓
励国际品牌在首钢园区开设亚洲

首店 、中国 （内地 ）首店 、北京首
店、旗舰店，符合条件即可享受相
关政策支持。

还将探索把首钢园区纳入本
市优先支持的品牌首店入驻商
圈， 以冬季运动和体育文化国内
外品牌商品为特色， 为品牌首店
落地搭建平台。与此同时，品牌首
店入驻所涉及的消费、质检、食品
经营、 市政市容等一系列行政审
批，将由商务部门牵头会商，为品
牌首店落地提供便利。 首店品牌
在参加京交会、 进博会等优质展

会时，也将得到支持。
培育新消费、 新业态、 新动

能， 将进一步激活首钢园区的转
型活力。

在培育保税展示交易方面 ，
园区依托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区，
支持新首钢地区申报保税物流中
心B型，开展体育类保税物品常年
展示、体验、展销、交易，培育消费
新业态。同时，支持新首钢地区建
设冬奥公共保税仓。 还将积极向
国家部委争取， 在首钢园区设立
市内免税店。

首钢园区将打造品牌首店商业街区
本市12条措施助推新首钢服务业扩大开放

用温情打动居民的城管队
员、 用爱心守护辖区居民的社工
……昨天上午， 东城区东花市街
道第四届“我是宣讲家”百姓宣讲
活动总决赛展开，7位宣讲员用亲
身经历讲述“花市故事”。活动围
绕“我和我的祖国70年”，挖掘辖
区内真实感人的故事， 营造出了
学习、 崇尚、 争当典型的良好风
气。 本报记者 于佳 摄影报道

百姓宣讲员
讲述“花市故事”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8月6
日， 北京市委农工委、 首都文明
办、 市农业农村局等联合13个涉
农区，在“北京最美的乡村”———
密云区巨各庄镇蔡家洼村 “玫瑰
情园”启动了发现“美丽乡村风景
线”之旅，将向市民陆续推介52条
“美丽乡村风景线”。

本次活动 ， 也是 “美丽乡
村·筑梦有我” 大型新闻公益行
动第四季。 据了解， 此次商定了
“美丽乡村风景线” 这个聚焦点，

与13个涉农区一起， 共同宣传推
介一批由乡村振兴典型村和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 站等 “亮点” 连
接而成的 “风景线”。 计划请每
个涉农区推荐4条， 全市共集中
宣传推介52条。

首条“美丽乡村风景线”示范
线———密云区巨各庄镇 “美丽乡
村风景线”，主要由巨各庄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 、“北京最美的乡
村”蔡家洼村、张裕爱斐堡国际酒
庄连接而成。走进这条线路，既可

以看到蔡家洼村五音大鼓表演志
愿服务队、 窦氏故里青年志愿者
服务队、 五子登科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的活跃身影， 又可以置身蔡
家洼村“党建引领、绿色发展、以
花为媒” 探索出来的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美景之中， 还能从张
裕爱斐堡国际酒庄的葡萄酒中品
味出企业扎根乡村、反哺乡村、带
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的城乡社会
各界“共促乡村振兴、共建美丽乡
村、共享美好生活”。

北京将推介52条“美丽乡村风景线”

石景山区多部门联手夜查安全隐患

本报讯 （记者 彭程） 记者从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8月6日上午8点16分，随着“毛
泽东号” 第十三任司机长王振强
的一句呼唤 “Z2次列车停车好
了”， 由HXD3D-1893号电力机
车牵引的长沙至北京西Z2次旅
客列车平稳停靠在北京西站第一
站台 ，标志着 “毛 泽 东 号 ”机 车
胜利实现安全走行1100万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275圈，再次创下中
国铁路机车安全走行新的纪录。

据了解，“毛泽东号” 机车诞

生于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 。1946
年10月30日， 经中共中央东北局
正式批准， 将哈尔滨铁路局一台
经过工人27个昼夜抢修的ㄇㄎ
1—304号机车命名为 “毛泽东
号”，1949年3月，“毛泽东号”机车
奉命随解放大军南下入关， 落户
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至今。73
年来，“毛泽东号” 见证了中国铁
路由小变大、 从弱到强的发展历
程，先后跨越蒸汽、内燃、电力三
个动力时代，历经五次换型、六台
机车。 彭程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自8
月5日首班车起，北京地铁公司在
2号线、13号线车厢试行强冷、弱
冷分区设置。

其中2号线列车驾驶操纵端
前5节车厢设置为强冷车厢，空调
温度设定为自动冷24℃。 列车驾
驶操纵端第6节车厢设置为弱冷
车厢 ， 空调温度设定为自动冷
26℃；13号线1、2、5、6号车厢设置

为强冷车厢， 空调温度设定为自
动冷23℃，3、4号车厢设置为弱冷
车厢 ， 空调温度设定为自动冷
26℃。为实现对弱冷、强冷车厢温
度进行分别设置， 地铁公司对运
营车辆的空调进行了全方位改造
升级。 操作人员利用信息采集终
端， 做好改造前后的信息采集工
作， 做好每一辆列车日常维保的
实时记录， 努力确保列车每一个

细节的安全可靠。8月4日末班车
后，2号线、13号线连夜完成了对
全部列车空调设置的改造工作。

此外，北京地铁公司在2号线
18座车站、13号线16座车站根据
不同站台类型，印制张贴210块强
冷弱冷提示标， 以列车的24个车
门为单位， 为乘客指明强冷弱冷
的候车方向及列车强冷弱冷的分
布情况。

地铁2号线和13号线试行强、弱冷车厢

““毛毛泽泽东东号号””机机车车实实现现安安全全走走行行11110000万万公公里里

七七夕夕、、立立秋秋挨挨着着过过 老老字字号号做做足足““文文章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