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老师， 这台灶具的点火棒胶管老化了， 为您更换一根新的。”
近日， 北京燃气集团一分公司户内服务一所针对辖区内学校开学季，
为签署户内托管服务的七所学校开展维保工作。 同时， 维保人员还叮
嘱用户注意安全用气， 并介绍了注意事项， 保障辖区内安全稳定供
气。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潘大为 摄影报道

护航校园用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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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通讯
员 晏兆明 ） “报告指挥部 ，有犯
罪分子上街威胁群众。”“马上实
施抓捕！”大街上，两名“嫌疑人”
向人群冲来，被特警队员发现后，
民警手持盾牌、 警棍将其围在中
间。另有民警专门引开“嫌疑人”
的视线，其他民警则趁其不备，一
个箭步冲上前将 “凶手” 当场控
制。 这一镜头发生在北京市公安
局公交总队举行的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开放日活动现场。

近日，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
队举办 “开门搞整顿， 为民办实
事” 队伍教育整顿主题开放日活
动， 通过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走进
警营开展公安业务宣传、 召开座
谈会等形式， 展示公交警方担当
作为、 狠抓落实的工作作风。 据
不完全统计， 8月份以来， 公交
警方结合工作实践 ， 每天投入
3000余名警力巡逻执勤， 将为民
办实事落到实处。 民警只要接到
市民求助就不遗余力， 35个派出

所在一个多月时间内， 帮助180
名儿童、 老人与家人失散后找到
亲属， 500余张掉落在地铁内的
身份证找到了主人。 每天都有二
三十起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
物品掉落或者遗忘事件， 被民警
一一核实发还失主。

据了解， 自8月中旬专项教
育整顿活动开展以来， 市公安局
公交总队党委按照市局统一要
求， 先后走访管辖单位20余家，
听取收集意见建议30余条， 研究
制定整改措施 ， 做到事事有回
应， 件件有落实。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北京市
住建委近日公布2021年第四批老
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24个项目
全部位于石景山区。

据了解， 这24个项目包括老
山西街27号院、北重西厂、模式口
中里小区、铸造村一区、模西南小
区、模式口北里小区等。涉及楼栋
283栋、改造总建筑面积140.88万
平方米。 这是今年石景山区第二
批被纳入改造名单的小区。6月1
日， 该区已经有13个小区纳入改

造名单。2021年，“老旧小区改造
推进难问题”纳入接诉即办“每月
一题”重点解决督办事项。作为主
责部门， 市住建委着力推动居民
诉求集中的老旧小区， 在符合条
件的情况下尽快纳入改造范围。
此前， 本市已经公布三批老旧小
区综合整治项目名单。 第四批老
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名单共包含
494个项目 ， 合计改造楼栋数
31996栋、 总建筑面积约1819.98
万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西城区
近日推出两条 “西城晨昏线”。市
民不仅可以线下打卡， 还可以通
过线上视频领略西城文化魅力。

据悉， 这两条线路由西城区
文化和旅游局、 西城区旅游行业
协会联合推出。一条线路以“游古
色西城，赏今日风采”为主题，为
大众介绍西城区古色古香的胡
同、小巷如今的全新面貌，包括鼓
楼西大街、“天宁1号”文化科技创

新园、1901咖啡馆、 杨梅竹斜街、
北京坊与大栅栏商业街、 西单更
新场。另外一条线路以“游红色景
点，寻百年印迹”为主题，包括李
大钊故居、 林白水故居 （椿树书
苑）、京报馆（邵飘萍故居）、鲁迅
故居（鲁迅博物馆）、中国书店（雁
翅楼 ）、德胜门 。通过vlog的形式
带领大众走进西城区的名人故
居，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传
承发扬红色文化。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记者从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
发布的 《2021北京市交通发展年
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了
解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本市居民出行量大幅减少 ，
道路整体运行情况好于上年。步
行、 骑行比例合计达到46.7%，为
近5年最高点。

2020年北京交通的出行强度
降低，交通拥堵得到明显缓解。中

心城区工作日出行总量下降至
3619万人次（含步行），同比减少
8.5%； 绿色出行比例为73.1%，同
比下降1个百分点。 其中， 轨道
交通出行比例为14.7%， 同比下
降1.8个百分点；公共汽（电）车出
行比例为11.7%， 同比下降3.6个
百分点；步行、自行车出行比例合
计达到46.7%，为近五年最高点。

2020年本市完成378公里慢
行系统综合治理，完成对两广路、

安乐林路、三里屯路、北苑路等道
路步行道、自行车道改造整治。

2020年， 北京城市客运总量
大幅下降，公共汽 (电 )车及地铁
客运总量下降幅度均超40%。而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和公共自行车
骑行量达到7.3亿人次，同比上涨
35.2%。

去年， 北京地铁拥挤程度降
低， 典型工作日早高峰时段全市
地铁线路站间拥挤度基本处于

“舒适”级别。
2020年， 共有14条城市轨道

交通线路先后20次缩短发车间
隔 ， 高峰时段运力提升最大达
67%。 全网共有10条线路最小发
车间隔在2分钟以内，其中1号线、
10号线的最小发车间隔最短，均
为1分45秒；全网平均正点率达到
99.97%，14号线(西段)和16号线正
点率为100%。

此外， 关于2020年轨道交通

工作日早高峰的进出站量和换乘
量情况，《报告》指出，进站量最大
的前10个站分别为天通苑北站、
天通苑站、沙河站、宋家庄站、霍
营站、回龙观站、十里河站、回龙
观东大街站、 立水桥站及物资学
院路站。 换乘量最大的前10个站
分别为宋家庄站、郭公庄站、西直
门站、 呼家楼站、 惠新西街南口
站、西二旗站、六里桥站、海淀黄
庄站、金台路站以及望京站。

本市中心城区慢行比例近五年最高

步行、骑行比例合计达到46.7%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刘满清 ） 废弃的自行车 、 三轮
车、 摩托车……甚至超市中的购
物车， 在被一头钉在地面的铁链
锁住后， 就成为了 “盯” 住车位
为己所用的 “神器”。 近日， 安
定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公
安、 交通、 社区等部门对北锣鼓
巷内的各类 “花式” 地桩地锁进
行地毯式清理。

在胡同内， 记者看到各式各

样的废弃物件被用来当地锁， 有
没了轱辘、 掉了链条、 没了车座
的自行车和三轮车 及 摩 托 车 ，
更有一辆超市购物车也被铁链
锁着占车位。 一把锁、 一根铁链
子、 一颗植入马路的大钢钉， 再
加上废弃的物件， 就组合成了一
个占车位的 “神器”。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
员表示： “只要发现一个就拆除
一个。” 当天， 执法人员和工人

由北向南进行地毯式排查， 共清
理23处占车位的地锁。

西城推出“晨昏线”邀市民感受老城文化

安定门街道地毯式清理23处“花式”地锁

近日， 北京市监狱 （戒毒）
管理局举办 “开放日” 活动。 通
过参观 、 座谈 、 问卷调查等形
式， 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教育整顿监督员、 特邀执法监督
员、 新闻媒体记者、 群众代表等
走进监狱 （戒毒） 机关， 近距离
了解市监狱 （戒毒） 管理局相关
工作。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本市第四批老旧小区改造共24个项目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核准胡各庄110千
伏输变电工程项目。记者了解到，
该项目计划2022年开工， 预计将
于2023年投用。

据了解，胡各庄110千伏输变
电工程位于顺义区仁和园三街及
外环路交叉口东北侧。拟新建110

千伏变电站1座，站区用地为L型，
南北最长约90米， 东西最宽约80
米，总用地面积约5150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约3764平方米， 新建配
电装置楼、泵房与安保用房。项目
本期安装110千伏50兆伏安有载
调压变压器2台，110千伏电缆进
出线4回。

顺义将添一座变电站 预计2023年投用

北京公交警方举行教育整顿开放日活动

废弃物件当地锁组成占车位“神器”

开门纳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