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员
江永丽） 北京佑安医院手术麻醉
科推出便民服务新举措， 近日，
佑安医院疼痛门诊开诊。

门诊时间为每周二、 周四下
午 13:30-16:30， 出诊地点为佑
安医院A楼门诊二层疼痛门诊 。
诊疗范围包括头痛： 偏头痛、 颈
源性头痛、 肌源性头痛、 外伤后
头痛和腰穿后头痛 。 以及神经
痛、 骨关节痛、 软组织疼痛、 癌
性疼痛。 以及痛经、慢性盆腔痛；
非疼痛性疾病： 顽固性呃逆 （打
嗝）、急性面神经炎（瘫）、面肌痉

挛、突发性耳聋、腱鞘囊肿、植物
神经功能紊乱等。

门诊可为疼痛患者提供咨询
建议等， 为慢性疼痛及癌痛患者
带来福音。

本报讯 （记者 边磊）中国
邮政于10月1日发行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纪念
邮票。 10月1日下午2点不到，
朝阳区邮政分公司的16个销售
网点早已是人头攒动， 大家都
在等待着这一激动人心时刻的
到来。

“为了能够买到这套邮票，
我上午就来到了邮局。”排在酒
仙桥支局第一位的大爷说着，
“我是一边看直播一边排队，什
么都不能耽误。”

邮票开售， 大家依次排队
购买着， 全体工作人员不仅维
持着秩序， 而且还通过手中的

宣传材料介绍着这套邮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纪念邮票1套5枚， 小型张1枚。
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 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推进、文化繁荣兴盛、人民生
活不断改善、建设美丽中国，小
型张图案名称为：祝福祖国。

10月7日上午， 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与北京晨熙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携手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科丰校区的师生、 家长在正阳门城楼上，
联合开展以 “孝满京城·德润人心” ———家书寄情为主题的重阳节活
动。 活动中， 孩子们献上了配乐诗朗诵、 琵琶独奏、 歌伴舞、 情景
剧等精彩节目， 孩子们认真、 用心的表演， 赢得了老师、 家长、 亲
朋好友的热烈掌声。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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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周 美 玉 ）
国庆假期7天， 市商务部门重
点监测的108家商业服务业企
业累计实现销售额67.5亿元 ，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对重点
企业监测大数据分析结果显
示 ， 商品消费热点突出 ， 文
化、 旅游等服务消费和夜间消
费持续升温， 餐饮消费人气旺
盛。 其中， 国庆期间本市日均
票房超过3000万元， 位居全国
各大城市票房前列。

国庆假期， 全市3000多家
餐饮企业、10余个热门商圈、美
食街区，推出多项主题活动，为
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美食享

受。据高德大数据显示，国庆节
期间，前门-大栅栏、五道口和
五棵松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分
别为20.5%、13.3%和11%， 首创
奥莱、 华润万象汇和合生汇客
流量同比增长均近50%。

夜间消费增加新供给 。国
庆期间， 北京公交集团新开通
前门至奥林匹克公园双层夜景
观光线路， 满足消费者假期夜
间出行需求。八达岭长城、通州
大运河、 奥林匹克公园等数千
处景点和建筑物上演主题灯光
表演。 据高德和银联大数据显
示，国庆期间奥林匹克公园、天
通苑和三里屯商圈夜间客流量

同比分别增长41.3%、25.1%和
23.5%。

餐饮企业主推特色菜品喜
迎共和国华诞。 据美团大数据
显示， 本市节日期间餐饮交易
额达9.8亿元。

观剧、观影、观景、观赛等
服务消费成为国庆假日消费亮
点。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等
全市60多家剧场上演各类演出
近500场。《我和我的祖国》《中
国机长》 等国庆献礼影片节日
期间上映。 据中国电影数据信
息网数据显示， 国庆期间本市
日均票房超过3000万元， 位居
全国各大城市票房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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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 北京市财政局制
定了高级社会工作师、 一级造价
工程师、 二级造价工程师、 中级
注册安全工程师、 初级注册安全
工程师五项考试的收费标准。

其中， 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
水平考试， 每人每科64元； 一级

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客观
题每人每科56元， 主观题每人每
科64元； 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
格考试， 每人每科45元； 中级注
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客
观题每人每科56元， 主观题每人
每科64元； 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职业资格考试， 每人每科45元。

本报讯 （记者 盛丽）2019年
是京港地铁首线(4号线)开通10周
年。记者近日从京港地铁了解到，
10年间，京港地铁所辖4条线路列
车运营总里程达7.3亿车公里，安
全运送乘客49.7亿人次。 同时，京
港地铁不断提升运营表现， 所辖
线 路 2018年 列 车 兑 现 率 达 到
99.99%、正点率达到99.98%。

据了解，4号线开通当日即实
现全线自动驾驶模式以及最小发
车间隔3分钟的开通水平 。 10年
间， 京港地铁所辖各线通过加开

临客、大小交路套跑等方式，17次
缩短发车间隔，目前4号线工作日
早高峰由南向北方向最小发车间
隔小于2分钟。 10年间，京港地铁
累计开展各类工程改造 1000余
项 。 开展文化类及安全类公益
活动170余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
4.5万小时。 先后开通服务热线、
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平台，并
于今年发布首份 《顾客服务承
诺》，增强与乘客的互动。今年，京
港地铁16号线成为国内首条5G
信号全覆盖的地铁线路。

京港地铁4条线路已运客49.7亿人次
公交警方每日投入3000多人次警力保安全

五项考试收费标准确定

国庆献礼影片节日轮番上映

周四起新开和调整4条公交线路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国庆
假期， 平谷 “国桃” 领衔特色农
副产品亮相侨福芳草地。 10月5
日 ， 布置一新的 “平谷桃源集
市” 里人头攒动， 人们的目光聚
焦一个个印着国庆 “70” 标识，
单果重500克以上 ， 甜度13度以
上， 九五成熟的大桃上。

平谷拥有白桃 、 蟠桃 、 油
桃 、 黄桃四大系列218个品种 。
目前正是刘家店镇碧霞蟠桃的上

市时间， 味甜多汁， 产自名胜丫
髻山脚下， 市民可在桃源市集进
行品尝购买。

金秋时节 ， 除了平谷的大
桃， 来自平谷区各乡镇出产的当
季秋梨 、 蜜枣 、 小米等农副产
品， 以及桃木雕刻、 小提琴等文
化产品， 也出现在了侨福芳草地
平谷桃源周末集市上， 平谷籍书
法家马乾、 刘建丰， 在现场为市
民写福字， 为祖国献上祝福。

平谷“国桃”亮相侨福芳草地

“十一”日均票房超过30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记
者昨天从北京公交警方了解
到， 国庆期间每日投入警力3000
余人次以上为保卫国庆安全。

国庆期间， 北京公交警方
会同相关执法部门， 在企业配
合下， 对所属辖区开展清理整
治。 在繁华商业街区、 旅游景
点 、 机场和火车站 、 公交枢

纽、 长途场站周边地铁车站，
采取 “公交民警盘查核录、 属
地民警密切配合、 重点车站警
犬进站协检 、 全路网人物同
检 ” 等措施 ， 确保节 日 期 间
全 市 轨 道 交 通 日 均 过 1200
万 、 地 面 公 交 日 均 过 950万
人次人民群众的安全出行和
秩序良好。

国庆期间， 公交警方持续
开展 “猎狼行动” 打击流氓猥
亵类违法犯罪活动； 积极发挥
职能牵动作用， 加强与市交通
执法总队、 公安交管局、 属地
公安分局联合执法， 开展打击
“黑车揽客、 手机诈骗、 黄牛
倒票和医托号贩” 等系列整治
攻坚行动。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通
讯员 刘思祺 ）国庆到来 ，为营
造节日氛围、美化城市环境，密
云区在城区中心、密虹公园等8
处公园及道路节点， 布置了14
座立体花坛。白天花团锦簇，晚
上灯光闪烁，新颖独特的造型、
芬芳艳丽的鲜花， 引得过往游
人纷纷驻足拍照， 街头洋溢着

喜庆祥和的热闹氛围。
据了解， 今年的花卉布置

以 “欢度国庆”“祖国万岁”“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等为主题，
结合密云地标建筑、 雕塑设计
出别具匠心的花坛造型。 白天
花团锦簇， 五彩缤纷的花朵争
奇斗艳；夜幕降临，花坛中隐藏
的灯光设备全部打开， 在光影

映衬下，显得更加隆重热烈。
密云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介绍， 今年在鼓楼东西大街、
鼓楼南北大街、 滨河路布置花
树花钵 131个 ， 花箱 1407个 ，
地栽花卉4450平方米。 共栽植
摆放串红、 鸡冠花、 矮牵牛、
四季海棠、 鼠尾草等时令花卉
60余万株。

喜迎国庆 花卉灯光扮靓密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邮票热销

北京佑安医院开设疼痛门诊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配合
门头沟区金安路、 新城大街、 何
各庄中街等新建道路通车， 北京
公交集团拟于10月10日首车起，
新开和调整4条公交线路， 同时4
条线路增设中途站位。

992路调整后首末站为西辛
房西 、 京原东站 ， 增设站位包
括： 承泽苑、 倚山嘉园、 葡东小
区、 葡萄嘴环岛北、 葡萄嘴环岛
南、 永定中学、 冯村、 金安路西
口、 艾洼、 上岸、 上岸东站、 增
盛庄、 新首钢大桥西、 首钢试验
厂、 首钢厂东门、 石景山古城、
八角 、 京燕饭店 、 京原路口西
（京原东站至西辛房西方向）、 京
原路口东、 京原东站。 取消站位
包括侯庄子 、 麻峪北口 、 铸造
村、 金安桥西 （单向）、 金安桥
东 （单向）、 金顶南路、 地铁苹
果园站 、 苹果园东 、 苹果园中

学、 苹果园南路东口。
M25路调整后首末站为门头

沟圈门、 梧桐苑公交场站， 增设
站位包括： 惠康家园北口、 新城
大街北口 （门头沟圈门至梧桐苑
公交场站）、 新华路口、 新石路
口、 上岸北站、 地铁上岸站、 新
泰路口、 莲石湖西路西、 莲石湖
西路东、 梧桐苑南门、 梧桐苑公
交场站。 取消站位包括葡萄嘴环
岛南、 永定中学、 冯村、 石龙工
业区、 上岸、 桥户营。

新开M41路， 首末站为小园
公交场站、 桥户营， 中途设站包
括： 小园公交场站、 石门营、 四
季怡园南区、 永和新苑、 上悦居
小区、 丽景长安、 冯村大桥、 金
安路西口、 艾洼、 上岸 （桥户营
至小园公交场站 ）、 上岸北站 、
新石路口 （桥户营至小园公交场
站）、 桥户营 。 新开M42路 ， 首

末站为石厂村、梧桐苑公交场站。
中途设站包括： 石厂村、 石园中
路、紫金路、小园村、小园公交场
站、上园路、上园路北口、莲石湖
西路西、莲石湖西路东、梧桐苑南
门、梧桐苑公交场站。

4条线路增设中途站位 。 其
中 ， M1路 、 M27路 双 向 增 设
“艾洼” 站， 北行增设 “新泰路
口” 站， 西行增设 “上岸 ” 站。
原 “上岸” 站更名为 “地铁上岸
站”， “石龙工业区” 站更名为
“金安路西口”。 M24路双向增设
“翡翠长安小区东” 站。 370路双
向增设 “西辛房西 ” “东辛房
西” “矿建街” 站。 同时延长营
业时间： 门头沟圈门末车时间由
20:40调整至21:30 （开往公主坟
西全程车次）、 22:30 （开往苹果
园南路东口区间车次）； 公主坟
西末车时间由22:00调整至2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