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即日
起，位于崇文门商圈的4处共计近
1500平方米的违建将分阶段依法
被拆除， 违建拆除完毕后将升级
改造为便民临时停车设施。

据了解， 此次崇外街道组织
拆除的4处违法建设， 其中3处位
于崇文门东大街一个院内， 面积

1004平方米， 另一处位于崇文门
西大街，面积494平方米。违法建
设全部拆除后， 在崇文东大街预
计腾出占地面积超过 2000平方
米。据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腾退
出的空地后期将改造升级为停车
设施， 可丰富周边单位和崇外商
圈的停车服务资源。

崇文门商圈近1500平米违建将分阶段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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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北京
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发布， 自2021
年12月1日起 ， 在北京市生产 、
销售的560kW以下 （含560kW）
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装用的柴
油机须满足 “国四非道路机械标
准” 要求。

根据 《关于北京市提前实施
国家第四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排
放标准的通告》， 本市提前实施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
国第三、四阶段）》及其《修改单》
中第四阶段的相关要求， 即 “国
四”非道路机械标准。《通告》中的

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国四非道
路机械标准》 规定的非道路用柴
油移动机械及其装用的柴油机和
在道路上用于载人（货）的车辆装
用的第二台柴油机。 具体类别包
括（但不限于）工程机械、农业机
械、林业机械、机场地勤设备、材
料装卸机械、雪犁装备等。

自2021年12月1日起，在北京
生产、 销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需
满足 《国四非道路机械标准》要
求， 同时做好环保生产一致性和
在用符合性自查工作。

在2021年12月1日前已购买
的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受本

《通告》 限制， 但需做好日常维
护保养， 从正规渠道添加合格的
油品， 使用时排放需满足 《非道
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
测量方法》 在用机械排放标准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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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近日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北
京市物业服务合同》和《北京市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 两个合同示范
文本（以下简称“两个合同”）正式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了解， 《北京市物业管理
条例》 对物业服务人服务内容进
行了明确规定， 此次两个合同将
《条例》 有关规定作为合同条款
予以明确， 进一步强化了物业服
务人服务职责。 《北京市物业管
理条例》 对前期物业合同服务期

限明确为2年， 此次 《前期物业
合同》 中予以明确。 本次两个合
同的修订， 重点对物业服务人和
业主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全面梳
理。 其中， 业主履行房屋安全使
用责任； 物业服务人履行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责任， 指导、
监督业主和物业使用人进行生活
垃圾分类 ， 以及配合街道办事
处、 乡镇人民政府、 行政执法机
关和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做
好物业管理相关工作等内容， 为
本次新增的义务内容。

本报讯 （记者 邱勇） 4月5
日，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获悉， 清明小长假三天， 市属11
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
游客 164.25万人次 ， 同比增长
197%。 三天游客总接待量排名
前五的分别是玉渊潭公园、 北京
动物园、 天坛公园、 颐和园、 北
京植物园。

节日期间， 市属公园继续实
施“网络实名预约购票、分时实名
验票入园”措施，严格执行入园体
温检测、健康验码、排队1米线、设
施清洁消毒措施。实施“文明游园
我最美，生态环保我先行”文明游
园宣传引导行动， 每天投入工作

人员、志愿者、首都文明引导员进
行不文明游园行为劝阻。

清明期间， 各市属公园围绕
“缅怀英烈” 主题开展13项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参观、 革命先烈缅
怀及在线纪念活动， 各祭扫纪念
景区向前来参加活动的市民及团
体举行纪念仪式、 牌示导览等服
务近百场次， 日均提供讲解2000
人次。

清明节当天， 市属公园9项
线上直播活动点击量近5万人次，
包括： 颐和园 “踏春清明 追寻
红色印记 ” 清明节文化直播活
动 ， 中山公园 “缅怀先驱 情思
华夏” 线上故事会直播， 天坛公

园直播诗经专场音乐会， 北京动
物园 “北动景象———正值清明踏
青好时节” 等。

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游客，
清明节后市属公园将迎来第二轮
“游园花潮”。 玉渊潭公园八重红
枝垂、 白妙等正在盛开， 关山、
一叶、 普贤象也已含苞待放， 随
着气温回升， 预计未来一周近千
株晚樱将陆续进入观赏期。 北京
植物园的二色桃、 寿星桃、 五宝
桃、 菊花桃将进入最佳观赏期，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桃花品种
“品霞” “品红” 即将盛开。 中
山公园郁金香、 海棠等春花都将
陆续进入花期。

玉渊潭公园、北京动物园、天坛公园、颐和园等人气最旺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近日，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市农业
种质资源普查动员部署会， 农业
种质资源普查工作正式启动，将
利用3年时间对全市农作物、畜禽
和水产养殖种质资源进行系统普
查，摸清资源底数，开展抢救性收
集保存。

会议印发的 《北京市农业种
质资源普查总体方案》显示，北京
市将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要求，全
面完成全市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收尾工作，启

动并完成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
源普查， 实现对全市所有行政村
的全覆盖； 启动并完成第一次全
市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 实现
对全市水产养殖场（户）主要养殖
种类的全覆盖。

据介绍， 本次普查工作将利
用3年时间， 摸清全市农作物、畜
禽和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种类、数
量、分布、主要性状等家底，发掘
并鉴定一批新资源，保护好珍贵、
稀有、濒危、特有资源，实现应收
尽收、应保尽保。

北京12月起将实施“国四非道路机械标准”

清明假期市属公园迎客164万人次

北京农业种质普查计划3年摸清底数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4
月6日起， 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市
城市管理委员会、 市商务局、 市
应急管理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推出散装汽油购销手机APP实名
登记服务。 今后， 日常生产、 生
活中需要购买散装汽油的单位和
个人， 通过手机APP实名登记的
方式即可购买。

据了解， 需购买散装汽油的
单位和个人， 可下载手机 “易捷

加油” APP进行登陆注册， 在首
页点击进入 “一键加油” 页面，
点击右上方 “钱包” 按钮， 进入
信息登记界面， 选择单位用户或
个人用户填写相关信息后提交，
待系统显示登记成功， 即可凭登
记确认界面到加油站进行加油。

此外， 新举措还为老年人等
不便使用互联网系统登记购油的
人群设计了直接去派出所实名登
记的服务。 老年人等不便使用系

统登记购油的人员、 手机APP登
记未成功的个人可携带本人身份
证到居住地派 出 所 实 名 登 记 ，
并持派出所出具的实名登记回
执到指定加油站购油。 手机APP
登记未成功的单位可持单位营
业 执 照 复 印 件 和 单 位 委 托 函
等相关材料 ， 到单位驻地派出
所完成实名登记， 并持派出所出
具的实名登记回执到指定加油站
购油。

本市两个物业合同示范文本公开征求意见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在
首都第37个全民义务植树日到来
之际， 延庆区700余名干部群众
在冬奥小镇———张山营镇东门营
村植树。 今年， 延庆区将在全区
绿化造林约7900亩、 种植彩色树
种4000亩， 以优美的绿化环境服
务保障冬奥会。

此外， 延庆区还将围绕重点
区域， 在周边绿地适当增加常绿

树及观果、 观枝、 观叶 （彩叶、
针叶树种） 等植物， 因地制宜提
升冬季园林景观效果。 对现有20
余万亩平原生态林实施精细化管
理， 重点对通往赛区主要干线公
路两侧林地通过补植常绿树种、
种植地被、 林地保洁、 修枝整形
等措施提升景观效果， 使之与自
然环境更好地相融合。

陈艺 摄

延延庆庆今今年年将将增增绿绿77990000亩亩打打造造最最美美冬冬奥奥城城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4月5
日， 市园林绿化局和市气象局联
合发布2021年第一期北京杨柳飞
絮预报， 同时指导政府各相关部
门精准开展防控工作， 最大程度
地降低飞絮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通过监测， 园林绿化和气象
专家联合会商判断得出杨柳飞絮
始期预报。 中心城区和南部城区
于4月5日至8日进入飞絮期。城区
东北部于4月7日至10日开始飞
絮， 城区西北部将在4月8日至11
日见到飞絮发生。按照专家预测，

今年杨柳飞絮第一次高发期将出
现在4月10日至15日，主要影响五
环内城区， 主要飞絮树种为毛白
杨； 第二次高发期在4月下旬至5
月上旬，主要飞絮树种为欧美杨、
青杨、垂柳及旱柳；第三次高发期
在5月中旬，主要区域为山区。

市园林绿化局已经对今年的
杨柳飞絮治理工作进行了专项布
置，将继续采取加强观测预报，督
导各级园林绿化部门和有林单位
采取长效整治与应急处理结合的
方式，治理杨柳飞絮问题。

本市今起推出散装汽油购销手机APP

本周末将出现第一次杨柳飞絮高峰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忆满
京城·情思华夏”———“百年征程
追忆峥嵘” 东城区2021年清明红
色经典诗会近日在东城区第一图
书馆会议中心影剧院举行。

本次活动分为 “春和景明”
“缅怀先烈” “礼赞中华” 三个
篇章。 活动邀请了表演艺术家、
文化名人、 热心读者、 朗诵爱好
者、 中小学生等群体共同参与，
融入集体朗诵 、 情景朗诵 、 合
唱、 舞蹈、 器乐等艺术形式， 吟
诵经典 、 感怀清明 。 清明节期
间， 东城区推出 “缅怀先烈·清
明追思” “传承习俗· ‘技’ 忆

清明 ” “游园踏青·文明祭扫 ”
三大系列40项文化活动， 激励广

大群众铭记革命历史， 珍惜幸福
生活， 凝聚奋进力量。 于佳 摄

东城区清明红色经典诗会“追忆峥嵘岁月”

京港地铁清明总客运量较去年增3倍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了解到， 清明假期， 京港地铁所
辖各线总客运量共计438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倍， 全线合
计最高日均客流达150万人次。

据了解， 从车站来看， 清明

假期， 4号线北京南站 、 西单站
日均客流较大 。 京港地铁所辖
各线共计开行列车4272列次。 其
中 4号线及大兴线共开行列车
1662列次； 14号线共计开行列车
1806列次； 16号线共计开行列车

804列次。
4月5日， 京港地铁4号线北

京南站延长运营， 由北京南站开
出的上行方向 （开往安河桥北
站 ） 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3:15延
长至次日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