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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北京
公交集团拟于8月10日起， 逢节
假日试运行2条夜间接驳专线 ，
由中粮祥云小镇分别连接望京、
天通苑两大社区， 接驳地铁14号
线、 5号线。

夜间接驳专线8首末站为大
西洋新城南门 、 中粮祥云小镇

北。 发车时间为大西洋新城南门
17:30、 18:00， 中粮祥云小镇北
20:30、 21:00， 节假日运营 。 夜
间接驳专线9首末站为地铁天通
苑北站、 中粮祥云小镇南。 发车
时间为地铁天通苑北站 17:30、
18:00， 中粮祥云小镇南 20:30、
21:00， 节假日运营。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从市交通委获悉， 8月10日起，
北京轨道交通55座车站将率先试
点非现金支付服务， 乘客在这些
车站的人工售票处 、 自动售票
机、 网络取票机上进行购票、 补
票、 充值时， 可以使用微信、 支
付宝扫码支付。 预计8月底， 非
现金支付服务将覆盖轨道交通全
网所有线路和车站。

北京轨道交通还创新采取
“主扫 ” + “被扫 ” 非现金支付

方案， 以应对手机信号不稳定。
当乘客在车站人工售票处或自动
售票机上购买票/卡， 或办理补
票、 充值业务时， 只需按照提示
打开微信或支付宝 “扫一扫 ”，
扫描设备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进
行支付， 扣款成功后完成购票 。
乘 客 还 可 以 在 车 站 网 络 取 票
机上购买单程票及办理充值 ，
按照提示将微信或支付宝的付
款二维码对准取票机 上 的 二 维
码扫描区域 ， 扫描支付并扣款

成功后完成购票或充值。 由于网
络取票机基于轨道交通专用网
络 ， 不受手机信号限制 ， “主
扫 ” + “被扫 ” ， 服务更可靠 ，
乘客更方便。

55座车站作为第一批非现金
支付试点车站。 这其中既有与铁
路连通的口岸站， 如北京站、 北
京西站和北京南站； 也有热门旅
游景点站， 如天安门东、 西单、
王府井等； 以及重要枢纽站， 如
西直门、 东直门等。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从市交通委获悉， 为强化对全市
机场、 火车站等重点地区非法运
营“黑车”执法检查，8日晚再次集
中夜查，查扣各类“黑车”119辆。

当晚， 市交通执法总队会同
市公交保卫总队，集中220余名交
通执法力量及公安干警， 对首都

机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
站和十里河地铁站、 苹果园地铁
站、 西直门地铁站等30处重点地
区开展暑期第六波次联合夜查行
动，共检查各类车辆1380辆，查扣
各类“黑车”119辆，查获出租汽车
严重违章行为5起，公安部门警告
处理2人。

本市再次集中夜查 查扣“黑车”119辆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会同北京市财政局
印发 《关于导游员资格考试和中
高级等级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
重新核定了本市导游员资格考试
收费标准。

导游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

笔试每人每科50元， 口试每人50
元。 中文导游员中级等级考试收
费标准,每人每科46元。 外语导游
员中级等级考试收费标准， 中文
考试每人每科46元、 外语考试每
人每科56元。 高级导游员等级考
试收费标准，每人每科80元。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8日，由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
东城区委宣传部、 东城区委组织
部指导， 东城区文化发展促进中
心等主办的 “歌华有线杯2019北
京文化创意大赛” 东城分赛场暨
2019东城文化+创意大赛颁奖典
礼，在天鼎218文化金融园举办。

歌华有线杯·2019北京文化
创意大赛东城分赛场暨2019东城
文化+创意大赛5月14日启动，广
泛链接东城区各文创园区、 孵化
器、众创空间、金融机构，共有10
家机构联合办赛， 征集105个项
目，其中26个优秀项目晋级复赛，

经过复赛比拼最终决出本届东城
文化+创意大赛一二三等奖 。同
期举办的东城文化+创意展汇集
东城区近年脱颖而出的20个优秀
文创项目， 全面展示东城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成果。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北京市
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 《关于印发
〈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
下室安全使用管理规范 〉 的通
知》，明确自8月1日起，北京市启
用新版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
室安全使用管理规范。记者9日从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了解到， 根据
新版规范， 规划用途不是居住的
普通地下室，不允许经营性住人。

新版规范与原规范相比共修
改了66处。新版规范提到，地下空
间安全使用责任人与使用人应签

订安全使用责任书， 明确各自的
安全使用责任与义务。 安全使用
责任人或使用人委托消防设施检
测机构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
进行一次全面检测。 不得擅自改
变地下空间工程的主体结构或拆
除地下空间工程的设备设施。

根据新版规范， 使用普通地
下室应具备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出具的使用备案证明。不
得将地下空间出租给无合法有效
证件、证明的单位或者个人。人员
居住场所应设置独立值班室，并

配备监控设备， 值班人员24小时
轮流值班。

此外， 新版规范提到禁止擅
自改变地下空间的规划用途；禁
止擅自将规划用途为非居住用途
的地下空间用于居住； 禁止擅自
改变地下空间的主体结构。 新版
规范还提到， 地下空间除符合规
划用途以外禁止设置下列场所，
包括： 利用负三层及其以下设置
商市场和文化体育运动场所，利
用负二层及其以下设置娱乐场所
和餐饮场所等。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8月9
日 ， 京承农业扶贫战略合作暨
“承德山水”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推介活动在京举行， 京承农业
扶贫合作再签32亿元项目。 记者
获悉， 京承两地合作16年来， 带
动了一大批 “叫响又叫座” 的农
业龙头企业和优质农产品品牌，

实施合作项目160多个。
此次活动由北京市委农工

委、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河北省
农业农村厅， 中共承德市委、 承
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现场达
成53个项目合作意向， 具备签约
条件项目36个， 投资和销售总额
达到32.35亿元 ， 会上选择具有

代表性的19个项目集体签约， 投
资和销售总额22.63亿元 。 活动
还现场推介了 “承德山水” 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

记者了解到， 京承农业战略
合作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 此次
活动是京承两地自2004年以来连
续举办的第8届。

文创大赛东城赛场 百余项目争晋级

北京55座地铁站试点非现金支付
乘客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扫码购票 8月底将覆盖全路网

本市启用新版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规范

普通地下室非居住用途禁经营性住人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10日
下午，第八届“欢动北京”国际青
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周开幕式在
北京世园会妫汭剧场举办。来自
13个国家的青少年文艺团体纷纷
登台，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开幕式以“共有的家园”为主
题。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大洋
洲四大洲的青少年在同一个舞台
上尽情欢歌、舞动青春。

市外 办 副 主 任 高 志 勇 表
示 ， 每一个国家、 每一支艺术

团队， 都代表着一种文明之美。
“欢动北京” 正是希望为大家提
供一个交流互鉴 ， 共同发展进
步的舞台。

国际团队代表， 土库曼斯坦
文化部创作局副局长古拉列克·
安纳穆哈梅多娃表示， 很高兴参
加这样的文化盛会。 中国是土库
曼斯坦最信赖的伙伴之一。 希望
通过这个舞台向大家展现土库曼
斯坦文化的深厚和美丽。

据了解， “欢动北京” 是由

市外办主办的中外青少年人文艺
术交流知名品牌活动。

各国青少年文艺团队将在世
园会、 自然博物馆和海淀区文化
馆等地为首都市民奉上多场精彩
文艺演出。 在京期间， 他们还会
走进海淀区和昌平区的社区和学
校， 亲身体验北京同龄人的学习
生活， 进行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
活动，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
科技的魅力。 整个活动将持续至
8月14日。

京承农业扶贫合作再签32亿元项目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绿绒
蒿、 滇丁香、 地涌金莲、 鼓槌石
斛、 茶马古道、 三江并流……11
日上午，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 “云南日” 暨云南省商
贸推介活动在北京世园会妫汭剧
场2号剧场拉开帷幕。 活动将从8
月11日持续至13日 。 期间有云
茶、 云咖、 云蔬、 云果等系列云
品展示及民间手工艺品、 乌铜走
银工艺、 民族服饰及刺绣品等云
南非遗手工艺展示， 还有民族音
乐舞蹈诗 《七彩云南》 演出以及
国内首档大型绿色环保杂技剧
《奇幻森林》 演出。

记者了解到， 云南园园内全
天开展浸没式互动表演， 以景带
人， 以情感人， 共同体验和谐家
园， 其乐融融的 “民族一家亲”。
“云南日” 系列活动结合云南民
族、 民间、 民俗文化的多元性和
地域性， 通过演艺展演、 商贸推
介、 非遗及 “云品” 展示， 向世
界呈现云南 “浓郁的时代风采”。

位于北京世园会中华园艺展
示区的云南园， 以 “大美山川·
七彩云南” 为主题， 共使用128
种植物。 其中包括高山报春、 绿
绒蒿、 岩白菜、 滇丁香等17个云
南特有、 稀有品种， 涵盖了对世

界观赏园艺影响较为深远的 “八
大名花” 及部分具有 代 表 性 的
经 济 园 艺 作 物 。 云 南 馆 内 展
示的由大花蕙兰和干花制作的
约3米高的巨大孔雀， 以及360度
恒温生态雨林缸是游客们镜头追
逐的焦点。

游客可欣赏非遗手工艺展示和特色歌舞杂技等

北京世园会迎来“云南日”

魅力
世园会

四大洲青少年同台欢歌舞动青春

6600余余单单身身青青年年情情系系安安定定门门
7日晚， 由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工委主办的 “相约七夕夜 情系安定

门”青年联谊会活动召开，60余名辖区青年欢聚一堂。现场，街道工委书
记赵明杰、副书记曹霞变身安定门地区大家庭的“家长”，为在场青年送
去祝福。据悉，最终六对青年牵手成功。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导游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重新核定

祥云小镇夜间接驳专线开通试运行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苹果
园交通枢纽周边将建10万平方米
的商业综合体。 9日， 记者从石
景山区了解到， 石景山区已出台
促进消费升级的三年行动计划。

据悉， 未来以万达广场为核
心的东部商圈、 以苹果园交通枢
纽为中心的中部商圈、 以旅游消
费为带动的西部商圈和以体育消
费为引领的首钢冬奥商圈将重塑

消费空间版图， 全区商业总面积
将达到350万平方米， 人均商业
面积将从目前的1.12平方米提高
到5平方米以上。 石景山区制定
了 《石景山区促进消费升级发挥
新消费引领作用行动计划 （2019
年-2021年）》， 计划明确了 “空
间重塑、 品质提升、 特色培育、
热点打造 、 需求释放 、 环境优
化” 六大举措和39项重点任务。

石景山重塑四大商圈消费空间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