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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记者 边磊） 11日，新
世界商场举办北京卫视春晚发布
会+海选活动， 北京赛区候选节
目现场PK，这是东城区为活跃区
域夜间经济， 结合暑期消费需求
旺季， 推出的一系列促消费活动
之一， 也是夜东城消费地图的一
部分：崇外商圈。

同时， 新世界商场还推出了
暑假夏乐园、品牌快闪、夜猫达人
吃、喝、玩、乐等活动。东城区商务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崇外商圈具
有业态丰富、设施完备的特点，是
东城区重点打造的城南地区夜经

济生活圈之一。 依托丰富的休闲
娱乐业态，促进多业态融合，提高
国际化、潮流化水平，培育“活力
崇外” 夜间多元娱乐区是商圈未
来发展定位。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8月6日
起， 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宣传部主
办的“时代楷模”北京榜样优秀群
体先进集体宣讲报告会开启全国
巡讲。 报告团分赴河北省、 天津
市、湖北省、广东省和上海市，8月
16日巡讲结束。据统计，现场观众
和分会场以及网络观众近10万
人，观众留言及观后感两万余字，
点赞达到56万人次。

程刚是研制便宜药放心药的

科研工作者。 在河北省和天津市
的报告会后， 很多观众找到程刚
咨询抗癌治疗等问题， 程刚都尽
力解答， 他说能为老百姓减轻病
痛是他一辈子的追求。 无臂自强
不息的榜样代表夏虹在赢得无数
掌声的同时， 也让现场观众动容
落泪。在武汉报告会上，70岁的登
山家夏伯渝百折不挠、 勇攀高峰
的故事令人敬佩。

“北京榜样” 的事迹打动着

观众。 湖北省武汉市长江救援
志愿队总队长张建民说： “他
们的故事诠释了什么叫坚守以及
坚守的力量， 在自己的岗位上不
断坚持 ， 最终做出了杰出的贡
献。 这样的精神也激励着我们救
援队继续做好志愿工作。” 上海
交通大学学生匡升阳说： “他们
离我们那么近， 感觉那么熟悉和
亲切， 却都拥有值得我们学习的
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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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郑娜娜） 17个街道建成垃圾排放
登记系统， 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
投放、 收集和运输体系……记者
昨天从东城区了解到，年底前，该
区将实现垃圾分类全区域、 全流
程实时监管。

东城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今年东城区已在全市率先实
现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全覆
盖 ，787家党政机关 、2737家餐饮

企业纳入餐厨垃圾规范管理。今
年上半年， 全区生活垃圾总量同
比减量2万吨。“目前崇外、建国门
和龙潭3个街道建成垃圾分类排
放登记系统。”区城管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今年年底该系统将覆盖
全区17个街道。

除了垃圾分类排放系统， 年
底前东城区还将建立完善的垃圾
分类投放、 收集和运输体系， 通
过在垃圾收集容器上加装身份标

识、 在密闭式清洁站及运输车辆
加装称重计量设备， 构建 “互联
网+垃圾分类” 模式， 实现对各
类垃圾的投放、 收集和运输的全
流程实时监管， 为垃圾分类提供
技术支撑 、 数据支撑和管理支
撑。 同时， 建立区级平台， 实现
区、 街、 社区数据互联互通， 对
参与率、 分出率作出科学准确的
评价， 提高垃圾分类精细化、 信
息化管理水平。

东城年底前将实现垃圾分类实时监管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15
日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在前
期公开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北京
市轨道交通机场专线定价机制发
布。大兴机场线投资运营方、北京
城市铁建公司据此制定的具体票
制票价开始公示。 大兴机场线从
丽泽商务区站到大兴机场站全程
共42公里， 普通单程票票价最高
35元。

从即日起至9月14日，公示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轨道交通机场专
线票制票价。 普通单程票实行计

程限时票制， 乘客乘坐大兴机场
线一次行程在付费区内最多可停
留4小时。大兴机场线共设置丽泽
商务区站、草桥站、大兴新城站、
大兴机场站四站， 从今年先期开
通的草桥站乘坐大兴机场线到大
兴机场站，票价为35元。此外，大
兴机场线设置区间电子计次票。
从草桥站至大兴机场站的45次票
票价为550元 ，30次票票价为470
元，20次票票价为385元。

北京市轨道交通机场专线定
价采取政府定机制定基础票价，

企业定具体票制票价的方式。 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轨道交通机场专
线基础票价 确 定 为 36.5 元 /人
次 ， 相关轨道交通机场专线运
营企业可在政府确定的基础票价
范围内制定具体票制票价， 但按
照客流加权平均后不得高于上述
基础票价。

另外， 北京市轨道交通机场
专线定价机制明确， 在能够保障
航空旅客出行、 运力允许的情况
下， 运营企业应当制定对经常乘
坐线路乘客的优惠政策。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公交警方获悉，6月以
来， 共检查可疑机动车辆6238车
次， 查处各类违法案件555起，查
处违法违规运营车辆455辆。

6月以来，公交警方组织下辖
32个派出所和市交通执法总队
等， 针对全市22条地铁线路、391

个地铁站周边乞讨卖艺、 散发广
告、无照商贩、黑车等问题，先后
开展了6个波次的集中整治行动。
对现场查获违规运营的86辆客
车， 市交通执法总队全部予以当
场罚款处理。对于查获的369辆非
法运营“黑车”，全部移交市交通
执法总队予以扣押、罚款处理。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开学临
近， 顺义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
启动高校新生入学救助工作。

凡是顺义区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 低收入家庭以及享
受生活困难补助的重残人家庭，
参加2019年全国高考、 春季高考
和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并被录取的

当年毕业生， 可持身份证、 户口
簿、 录取通知书及学费缴费通知
于9月10日前到户籍所在地社会
救助经办机构进行申请， 或者通
过“北京社会建设和民政”微信公
众号在线提交申请。 符合救助条
件的新生将获得全额学费救助和
2000元生活费救助。

本报讯（记者 唐诗）上周，在
通州区于家务乡举办了一场 “华
北地区先进适用农机具（起垄机）
综合质量评价暨北京市农机技术
推广田间日活动”。活动以选取生
菜全程机械化配套用起垄机为目
标，10台不同型式的起垄机在技
术人员指挥下依次开往田间，展
示各自的风采。

这次由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
推广站组织的全国首次生菜起垄
机综合质量评价现场会活动，邀
请河北省农业机械鉴定监理总站
和天津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的
技术人员通过田间试验方式对起
垄机进行相关性能检测， 对参选
产品进行定量化评价， 发挥京津
冀农机鉴定部门协同发展作用。

顺义启动2019年高校新生入学救助

公交警方两月查处455辆违法运营车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记者
从市公安交管局获悉， 即日起北
京交管部门全面严整违法停车，
2331套视频巡检、 移动执法设备
专盯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

据了解， 城区道路将加大民
警、协管员巡控频次，对于违反禁
停标志标线、 严重阻碍交通通行
的违停车辆一律予以清拖。学校、
医院等场所周边，充分利用“加强
版”电子警察，自动追踪、自动研
判、自动抓拍违停行为。对于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上占用行车道、
占用应急车道违停， 早晚高峰在
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重要拥堵路
段违停， 将利用移动执法车上的

“鹰眼”系统进行记录。各交通支、
大队依托电视监控系统， 人工搜
寻违停行为， 并记录至非现场执
法系统，构建人员现场查处、电子
设备自动记录、 视频巡检主动发
现的执法模式，形成“停车入位，
违停受罚”的停车环境。

违法停车处罚标准
普通道路： 在设有禁止停车

标志、 禁止长时停车标志的地点
违法停车的， 处200元罚款处罚，
驾驶证并记3分。在设有禁止停车
线、禁止长时停车线、导流线、网
状线的地点违法停车的，处200元
罚款处罚，驾驶证并记3分。在上
述地点之外的地点违法停车的，

处200元罚款。
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驾驶

营运客车在高速公路上占用行车
道停车的， 处200元罚款处罚，驾
驶证并记12分； 驾驶营运客车在
高速公路上占用应急车道停车
的，处200元罚款处罚，驾驶证并
记12分； 驾驶营运客车以外的机
动车在高速公路占用行车道停车
的，处200元罚款处罚 ，驾驶证并
记12分； 驾驶营运客车以外的机
动车在高速公路占用应急车道停
车的，处200元罚款处罚，驾驶证
并记12分； 驾驶机动车在城市快
速路应急车道停车的，处200元罚
款处罚。

本市2331套“电子警察”专盯违法停车

近10万人聆听“北京榜样”全国巡讲 农机技术推广田间日活动在通州举办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轨道交通机场专线票价公示

草桥至新机场普通单程票35元

“我志愿加入花缘南里少年
消防先锋队，认真学习消防知识，
掌握防、灭火本领，积极举报火灾
隐患， 做好家长和家庭的宣传工
作……16日， 东城区东花市街道
“花缘南里少年消防先锋队 ”成
立。在消防战士的带领下，少年消
防先锋队开启了社区消防宣传的
第一次征程。他们将进入社区、楼
门查隐患，劝导居民防患于未然。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东东花花市市少少年年消消防防先先锋锋队队上上岗岗

普普仁仁医医院院百百名名医医师师重重温温誓誓言言
8月19日是第二届“中国医师节”。16日，北京普仁医院庆祝第二届

中国医师节暨表彰大会举行，百名医师重温医师誓言。未来，普仁医院
将以践行群众路线为核心，全力构建服务型医疗机构；以坚持崇德尚能
为原则，增强医疗人才综合实力。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10日，
中建一局二公司召开第二届人才
发展论坛，并启动“超级毕业生”
青年培养计划。

青年培养计划基于对应届高
校毕业生在学习经历、实践经历、
岗前测试等维度的综合测评，选
取前30%人员进入超级毕业生序
列。该计划制定了“123”全方位培

训培养方案，即“一位顾问、两个
平台、三项激励”。根据方案，二公
司将为学员配备一位职业发展顾
问，帮助员工明晰职业发展路径。
两年期内， 学员通过分享交流和
成长评估获取相应数量的 “励志
币”，以“励志币”的积累数获得优
先晋级 “新生代青年成才计划”、
优先职级晋升等方面激励。

中建一局二公司启动“超级毕业生”计划

崇外商圈将打造夜间多元娱乐区

上半年全区生活垃圾总量同比减量2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