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5日， “瞰世界-第六届 （2020） 中国无人机影像大赛暨航拍
作品饕餮之夜 ” 在 京 举 行 ， 现 场 揭 晓 53项 大 奖 。 其中 ， 《南京
“火神山” 建成记》 《摄影师镜头下武汉的一天》 分获年度图片、 短
片大奖。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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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日
前， 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清河火
车站5条配套道路资金申请报告。
记者了解到， 这5条配套道路有
上地东路、 站东街2条次干路、安
宁庄路、 安宁庄西二条2条支路，
以及清河火车站配套道路工程南
平台、北平台专用进出口匝道。

据了解 ， 上地东路全长约
1.6公里 ， 南起上地三街 ， 北至
上地七街。 站东街全长0.9公里，
红线宽度40米， 分为南北两段，
南段南起小营西路， 北至安宁庄
西二条 ； 北段南起安宁庄西一

条， 北至安宁庄北路。 安宁庄路
全长约0.6公里， 红线宽度40米，
西起站东街， 东至安宁庄西路，
同步实施下穿铁路的1.2公里公
交专用通道和0.7公里慢行通道。
安宁庄西二条全长约 0.6公里 ，
红线宽度30米， 西起站东街， 东
至安宁庄西路。 配套匝道设置专
用匝道4条， 全长2.2公里。 其中
Z1、 Z2、 Z3匝道连接京新高速
与清河火车站南平台 ， Z4匝道
连接站东街与清河火车站北平
台。 4条匝道主要采用高架桥形
式， 桥梁占比约93%。

本市公布首批“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记者获悉， 市商务局正式发布
北京第一批 “深夜食堂” 特色餐
饮街区， 东城区簋街、 朝阳合生
汇·21街区、 朝阳区中骏世界城
商业街、 望京合生麒麟新天地商
业街、 朝阳区霄云美食街、 海淀

区华熙LIVE·五棵松商业街等10
个特色餐饮街区上榜。

去 年 7月 ， 市 商 务 局 印 发
《关于开展 “深夜食堂” 特色餐
饮街区评定工作的通知》， 鼓励
各区按照相关评定规范， 积极培
育打造 “深夜食堂” 特色餐饮街

区。 经各区商务部门推荐、 第三
方机构评定 、 市商务局研究确
定 ， 本市第一批10条 “深夜食
堂” 特色餐饮街区正式公布。

市商务局表示， 下一步， 各
区商务部门要指导上述街区加强
运营管理， 提升服务质量， 切实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在完善夜间
服务、 制止餐饮浪费、 减少一次
性餐具使用、 推动厨余垃圾减量
等方面认真落实相关要求， 积极
创新经营方式。 同时， 继续抓好
“深夜食堂” 特色餐饮街区挖掘
培育工作， 不断激发餐饮消费升

级潜力， 促进本市 “夜经济” 繁
荣发展 ， 更好地满足市民多样
化、 品质化消费需求。 如有其他
条件成熟的 “深夜食堂” 特色餐
饮街区， 各区商务部门要做好培
育打造工作， 并向市商务局及时
推荐报送。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记者从2020年北京科博会组委会
获悉， 2020年 “走进科博会看北
京” 系列活动在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正式启动。 活动由北京市
贸 促 会 和 北 京 市 徒 步 运 动 协
会 主 办 ， 依托中国北京国际科
技产业博览会， 展示北京在全国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取得的成
果， 让公众在参与活动中提升科
技创新意识。

本次活动除科博会主会场
外 ， 还有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展示中心、 中国化工博物馆、 飞
行家北京太空体验馆等10家资源

共享单位， 通过各种形式向参与
活动的公众开放。

此外， 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
将组织开展 “走进科博会、 发现
科创之美” 手机摄影大赛， 围绕
高精尖产业新成果和 “三城一
区” 等主题， 评选出100名获奖
者并颁发纪念品。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北京警方打掉17个跨省市制
售所谓 “专特供” 白酒的犯罪团
伙， 刑事拘留46人。

今年4月， 北京警方在侦查
中发现， 位于朝阳区高碑店一处
经营酒水的门店私下出售所谓国
家机关 “专特供” 茅台酒。 而这
些 “专特供” 茅台酒多数来自丰
台、 房山等地的黑作坊。 警方又
陆续发现大兴、 通州、 顺义等地
存在制售虚构 “专特供” 白酒的
犯罪团伙。

历经4个月缜密侦查 ， 北京
警方锁定了17个跨省市制售假酒
的犯罪团伙， 并于8月25日开展

收网行动， 捣毁黑作坊、 黑窝点
34处， 起获假冒多种虚构国家机
关的茅台 、 五粮液等成品白酒
6600余瓶， 外包装材料、 标识70
余万件 (套)， 相关生产、 灌装、
印刷设备99台 (件)。

据办案民警介绍， 此次查获
的虚构“专特供”名酒，基本采用
散装低端白酒，成本仅几十元，经
中间商层层加价分销后， 卖到消
费者手里动辄每瓶上千元， 严重
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制售虚构“专特供”名酒犯罪
团伙分工明确，多以亲戚、老乡为
纽带，团伙与团伙之间相互勾结，
有的团伙专门从事倒卖包装材

料； 有的团伙专门负责从部分酒
店回收正品酒瓶及包装材料，提
供给灌装点； 有的团伙专门租赁
偏僻农村大院从事假酒灌装。

据一名团伙成员交代， 为了
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 他们会与
部分高档酒店服务员勾结， 让服
务员在打开酒盒时尽量保证酒瓶
及包装的完好， 再用回收来的真
酒瓶灌装假酒。

据北京警方介绍， 此次专项
行动是全链条打击， 抓获了从生
产、 灌装、 包装到销售各个环节
的犯罪嫌疑人， 刑事拘留犯罪嫌
疑人46名， 行政处罚违规出租房
主14人。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一种 “先诊疗后付费” 的 “信用
就医” 模式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正式启用。 该医院是北京市首家
试行信用患者 “一次就诊一次缴
费” 的三级综合医院。

“信用就医” 引入了信用承
诺和保险机制， 免除了患者在挂
号、 检查、 检验、 取药等环节反
复排队缴费的烦恼， 还可以垫付
住院押金， 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首钢医院副院长王海英介绍， 在
传统就医方式中， 不论从患者、
家属还是医院的角度， 都存在一
些 “痛点”， 比如百姓看病多次
缴费， 滞留时间长； 因筹集住院
押金面临经济压力。 此外， 当遇
到患者恶意欠费时， 医院也面临

索赔难。
目前， 患者可通过微信公众

号、 医院自助机申请在该医院使
用 “信用就医” 服务。 通过申请
后， 患者可以实行 “一次就诊一
次缴费”， 免除挂号、 检查、 检
验、 取药等环节的排队缴费。 据
了解， 通过人脸识别、 大数据分
析技术， 患者的 “信用就医” 申
请可实现秒级审批 。 就诊结束
后， 患者完成医保费用结算即可
离院， 个人自付待缴金额在48小
时内通过手机支付即可， 此外还
可以查询医疗费用， 生成电子健
康档案， 方便患者。

据测算， “信用就医” 可缩
短患者60%的院内滞留时间， 简
化就医流程中的多次排队支付环

节 。 同时 ， 作为提供 “信用就
医” 的医院方， 也无需担心患者
欠费， 通过与保险公司合作， 一
旦发生逾期未缴费的情况， 一方
面则由系统及时提醒市民补缴，
另一方面可由保险公司先行向医
院进行赔偿。 目前， 石景山区已
同步启动石景山医院和多家社区
服务中心的 “信用就医” 试点。

清河火车站周边再添5条配套道路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到
京西红色党性教育基地接受爱国
主义教育， 到叶青大厦感受商务
楼宇党建工作下的统战工作新模
式 ， 或 者 到 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近 距离体验北京市民营企业
科技创新、 法律服务等特色教育
体系……9月15日， 记者从北京
市召开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

育推进会上获悉， 首批6家民营
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基地正式
授牌。

据了解， 此次授牌的6家基
地分别为京西红色党性教育基
地、 红色大庄科党建教育基地 、
叶青大厦、 世纪科贸大厦党建e
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城
市学院。

本市首批6家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基地挂牌2020“走进科博会看北京”系列活动启动

北京警方打掉17个跨省市售假犯罪团伙

石景山区推广“信用就医”便利患者

在 “全国爱牙日” 前夕， 北
京市和平里医院联合和平里社区
服务中心13名医护人员， 在兴化
路社区文化广场开展了以 “口腔
健康 全身健康” 为主题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义诊宣教活动。 义诊
中， 医护人员细心地为前来咨询
的社区居民免费进行了血压、 血
糖测量和牙周检查。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爱牙日”
健康义诊进社区

无无人人机机影影像像大大赛赛饕饕餮餮之之夜夜举举行行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9月16
日， “2020年宫廷金鱼特展” 在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 汇
聚全国12个省市70个品种、 1200
多尾金鱼， 包括水泡眼金鱼、 龙
睛蝶尾、 武汉猫狮等珍稀品种，
展示品种之多 ， 历史少有 。 据
悉， 此次展览是自今年年初疫情
发生后， 劳动人民文化宫首次承
办的较大规模展览， 市民可通过
电话或网络预约的方式购票， 展
览将一直持续到9月25日。

本次展览采用传统木海与水
生植物造景、 盆景展示相结合的
方式， 打造盆盎生趣、 金鳞悠然

的美好景观享受。 历史文化展区
采用情景再现模式， 声情并茂、
活灵活现地展示出金鱼的历史发
展脉络与华夏文化底蕴； 艺术文
化展览汇集了当代画家对金鱼的
艺术诠释。

本次展览还特设了武汉地区
金鱼展专区。 专区以10个木海组
成， 展出武汉特有的猫狮品种，
以及极具武汉本地特色的珍珠品
种。 武汉猫狮头部丰满， 肉瘤发
达， 头顶部呈块状， 眼睛、 嘴都
被发达的头瘤覆盖， 形似猫脸，
憨态可掬， 深受广大金鱼养殖爱
好者喜爱。

12省市70个品种金鱼“游”进太庙

簋街、 霄云美食街等10个街区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