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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记者获悉，2018 年春节期间，交管部门将对本市部分路段分时采取临时管制措施。途经雍和

本市·社会

宫、地坛、白云观、琉璃厂周边地区的多条公交线路，将适时采取绕行、甩站等临时运营措施，最大限度保障乘
客节日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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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庙会周边部分路段公交临时调线
4 条途经雍和宫大街的线路临时绕行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有 4 条途经雍和宫大街的
公交线路临时绕行。2 月 16 日（初一）首班车起至
16 时（交通管制时间为 6 时至 16 时），
雍和宫大街由
雍和宫桥下路口至北新桥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
途经上述路段的 13 路、116 路、117 路、684 路等 4
条线路采取如下绕行方案：13 路双向绕行：从北新
桥路口－东直门内大街－东直门北小街－小街桥
下路口驶回原线，中途临时增设东内小街、东直门
北小街北口 2 站。绕行期间甩北新桥路口北、国子
监、雍和宫、北小街豁口双向站。
116 路双向绕行：从北新桥路口－东直门内大

相关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自 2 月 20 日
（正月初五）至 3 月 12 日春运结束（共计 20 天），2018
年春运将进入客流集中返京阶段。正月初五北京
将迎春运客流返京高峰，公交、地铁将视情况延长
运营时间、
增加班次。
据预测，正月初五北京将迎第一个春运客流返

地坛、白云观周边部分公交有所调整

街－东直门北小街－小街桥下路口驶回原线路，中
途增设东直门北小街北口站。绕行期间甩雍和宫、
雍和宫桥东及北小街豁口双向站。
117 路双向绕行：从东直门北小街路口－东直
门北小街－安定门东大街－雍和宫桥下路口驶回
原线，东内小街站调整至东直门北小街南口站，中
途增设北小街豁口站。绕行期间甩北新桥路口北、
雍和宫双向站。
684 路双向绕行：从北新桥路口－东直门内大
街－东直门北小街－小街桥下路口驶回原线，中途
增设东直门北小街北口站。绕行期间甩北新桥路

口北、国子监、雍和宫、雍和宫桥东、北小街豁口双
向站。
此外，2 月 20 日（初五）和 3 月 2 日（十五），交管
部门将根据雍和宫大街的客流情况适时采取临时
交通管制，
以上 4 条线路将统一采取临时绕行措施。
根据政府主管部门关于第三十三届地坛春节
文化庙会期间临时调整地坛公园西门外公交线路
的要求，2018 年 2 月 16 日至 2 月 20 日（初一至初
五），每日 10 时至 15 时，途经地坛西门站的 18 路、
75 路、104 路、108 路、113 路、119 路、124 路、125
路、301 路、430 路、特 11 路、专 7 路；途经一四二中

站的 18 路;途经蒋宅口站的快速公交 3 号线，采取
双向甩站通过措施。
根据政府主管部门关于白云观庙会期间临时
调整白云观外公交线路的要求，2018 年 2 月 16 日
（正月初一），首车至 16 时，途经白云观（北行）站的
26 路、45 路、80 路、320 路、特 19 路，采取甩站通过
措施。
此外，厂甸庙会、大观园庙会期间，途经琉璃
厂、大观园地区的部分公交线路将根据客流情况和
交管安排适时采取临时调度措施，便利沿线市民节
日出行。

正月初五北京将迎春运客流返京高峰
京高峰。届时地铁 1 号线、2 号线、4 号线、7 号线、9
号线、10 号线、14 号线、机场线等途经机场、火车站
及主要枢纽场站的线路将视客流情况及时加开临
客或者延长运营时间。出租车将重点做好首都机
场、南苑机场和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的“保
点”运输，还将合理引导非“保点”车辆、网约车就近

参与保障。
北青报记者从公交集团获悉，从 20 日开始，公
交集团将增加途经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三
大火车站和六里桥、赵公口、四惠等长途客运枢纽
周边公交线路的首末班运力，增配 180 部机动车随
时投入运营。

节后返京高峰期间，
本市 36 条夜班线路将根据
夜间客流情况及时采取增发车次、缩短发车间隔措
施，其中途经三大火车站的夜 5 路、夜 8 路、夜 14 路
等 14 条夜班线路将增配 2-4 部机动车，将根据夜间
客流情况合理调整发车间隔。
文/本报记者 刘珜

反扒行动队春运抓获扒手 19 名

春运期间，一支由老中青 33 名侦查员组成的
特别反扒行动队在北京各大车站上演着打扒行
动。今年春运截止到 2 月 10 日，
他们已破获各类扒
窃案件 21 起，抓获扒手 19 名，追回被盗财物价值
10 万余元。据悉，
这支特别反扒行动队全是师傅带
徒弟组建小组开展工作的。

口饭。如果你还敢在车站偷，
我见一次抓一次。
”

安检处男子偷包被抓

便衣和扒手互搏
“道行”
反扒队队长耿春来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
俗话说
三百六十行，
贼也算一行，
特别是能在火车站混的扒
手，
人特别狡猾，
反侦查能力强，
这就为抓贼增加了技
术难度，
必须人赃俱获，
所以抓贼也是一份苦差事。
他说，有一次副队长任大勇跟着一个可疑人员
转了快一天，肚子饿得咕咕叫，恰好那可疑人员走
进站内的一家快餐店，任大勇一看心想也坐下来吃
点，正好盯着也不会引起疑心。没想到这边刚刚交
完钱等着取餐，那个可疑人员却取了快餐匆匆走
了，
心里气，
可没办法只好继续跟着。

反扒队员抓获一名扒手

警察审查时遭
“老贼”
威胁
耿队长说，有一次一个被他处理过的人员在
街 上 遇 到 他 ，拿 出 2000 块 钱 往 他 口 袋 里 塞 ，让
耿春来带着手下“喝几杯”。耿春来一把抓住此
人拿钱的手说：
“当初我是这个姿势抓住你的
吧，你记住了，下次再让我看见你偷东西还是这
个姿势抓你。”
还有一次，
指导员于俊荣抓获了一名正在扒窃的
“老贼”
。面对民警审查，
“老贼”
不无挑衅地跟于俊荣
说：
“于警官，
你断别人生路，
就要想好自己的后路。
”
面对这些威胁，
于俊荣紧紧地盯着该男子，
语气坚定
一字一句地说：
“只要有我在，
你就别想在火车站吃这

反扒队员在商量如何行动

反扒队员藏身在人群中

供图/警方

一次,年轻的反扒队员张元阳和谷宁正在西站
一楼大厅寻找反扒目标, 一名排队安检的男青年引
起了他们的注意。别人都在排队往安检仪的传送
带上放包，而该人却刻意的让开位置排在其他旅客
身后。
此时，一名女旅客将随身的一个黑色小背包连
同旅行箱一起放上传送带后，急匆匆赶到安检仪的
另一边准备取行李，该男青年看到有机可乘，立即
挤到传送带旁边，将还未进入安检仪的黑色小背包
拿起就走。
张元阳和谷宁见此情况挤进人群追赶，而男青
年拔腿就跑。就这样你追我赶，直到站前广场，二
人才飞身将该男子扑倒，并追回了被盗的背包。可
背包的主人却找不到了。经过开包检查，包内有现
金人民币 3000 元和证件若干。两名年轻的反扒民
警想到，被盗的旅客一定很着急，要第一时间联系
到背包的主人，于是又立即到二楼进行广播，寻找
被盗事主。不一会，急得满头是汗的旅客跑到警务
工作站认领。
在证实身份后，二人带该旅客到派出所做了
笔录，并帮助她改签了高铁列车，将背包还给旅
客。看到失而复得的背包，旅客喜出望外，马上拿
出 1000 元，作为酬金表示感谢，二人只是一笑便
婉拒了。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今年春运截止到 2 月 10
日，特别反扒行动队已破获各类扒窃案件 21 起，抓
获扒手 19 名，
追回被盗财物价值 10 万余元。
文/本报记者 匡小颖 通讯员 李鹏

市旅游委调查
“旅行社停业 游客春节行程遇阻”
约谈涉事旅行社副总
昨日，本报报道的“北京永利国际旅行社（简称
永利国际）停业，致数百名游客春节行程受阻”一
事，
有了最新进展。
2 月 13 日，北京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
青年报记者，2 月 10 日当天，接到“永利国际法定代
表人洪喆失联，游客无法出游”的投诉后，已将相关
情况报送市有关部门。北京市旅游执法大队于 2 月
10 日下午依照相关旅游法律法规，
对永利国际立案
调查，
现在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督促、协调永利国
际和出游旅行社（简称出游社），不要将永利国际与
出游社间的经济债务纠纷，波及到无辜的游客身
上，要求出游社应继续履行合同，保障春节假日游
客的正常出游。

相关部门已对
“永利国际”
立案处理
2 月 13 日，北京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告诉北青

寻找律师楷模

要求旅行社确保游客权益

报记者，自 2 月 10 日，北京永利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自行发布企业解散公告的当天，市旅游委连续接
到“永利国际法定代表人洪喆失联，游客无法出游”
的投诉，
随即对事件展开应急处置和调查工作。
北青报记者从市旅游委获悉，事发后，他们将
相关情况报送了市有关部门，北京市旅游执法大队
于 2 月 10 日下午依照相关旅游法律法规，
对永利国
际立案调查，
现在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此外，
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于 2 月 11 日下午约
谈了涉事的永利国际副总，了解永利国际未出游游
客数、游客团款、事件起因，以及委托出游社等情
况，要求永利国际要切实负起责任，确保游客合法
权益。2 月 12 日上午，市旅游委召开永利国际十余
家出游社专题会议，
协调游客春节假日出游问题。
经了解，永利国际于 2010 年 6 月 11 日注册，
注册资金 300 万元。该公司经营业务范围包括国
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企

业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洪喆，在北京市共有 35 家
经营门店网点。永利国际旅游官网的旅游品牌为
“爱嘉途”旅游，主要经营模式是通过在北京家乐
福、永辉、欧尚等超市开设旅游门店，直接收取游
客团款，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然后再将永利国际
的游客委托给其他旅行社参团出游，并向出游社
支付费用。

已交团款而尚未出游游客共 501 人
负责人向北青报记者表示，2 月 11 日起，陆续
有永利国际的游客 80 余人到市旅游委投诉和反映
情况。主要诉求是希望市旅游委出面，协调永利国
际的十余家出游社，在尚未收到永利国际支付团费
情况下，
能继续保证游客在春节假日正常出游。
但据十余家出游社反映，
永利国际 2017 年已拖
欠应结的出游社团款 1000 多万元，
故出游社拒绝在
未收到永利国际支付团款情况下，再垫资带游客出

游，
只同意永利国际游客可在优惠交款后出游。
目前，一部分游客已向出游社补交团款，而另
一部分游客则不同意再二次交款。据初步统计，已
向永利国际交旅游团款而尚未出游的游客共有 501
人，
涉及游客团款约 424 万元。

将督促旅行社履行企业责任
负责人告诉北青报记者，下一步将督促、协调
永利国际和出游社，要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
要将永利国际与出游社间的经济债务纠纷，波及到
无辜的游客身上，要求出游社应继续履行合同，保
障春节假日游客的正常出游。
同时，市旅游委提醒广大市民，春节将至，出游
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选择有实力的品牌旅行社，
一旦出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反映；旅游企业
要合规经营、诚信守法、确保广大游客的切身利益
不受损害。
文/本报记者 张雅

近日，由北京市司法局、首都文明办主办，北京市律师协会承办的“2017 北京榜样·寻找律师楷模”主题活动，经过层层举荐和评审，于 2 月 11 日
揭晓，
共有 10 人获得
“律师楷模”
称号。本报从 2 月 13 日起，
对当选的 10 位律师楷模的先进事迹进行系列报道。

马兰：
援助贫弱群体 是我做得最有意义的事
马兰，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989 年大学毕业
后，成为一名职业律师。八年前，她却毅然舍弃了
北京优越的工作条件，
踏上了开往西部的列车。
“偶然的机会，得知律协在招聘志愿律师，当时
是怦然心动，
就去报了名。
”
马兰说。
马兰于 2010 年 4 月报名参加了司法部、团中央
共同组织发起的“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
当年 7 月被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派遣到甘肃省山丹
县从事了为期一年的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正是甘
肃山丹一年的法律援助志愿经历，让马兰看到西部
法律援助律师的缺乏和困难群众对法律援助律师
的渴求形成鲜明对比，这激发起她想要在这条路上
继续走下去的决心。
山丹一年服务期结束后，
带着为更多困难百姓服
务、要去就去法律援助最需要的地方的想法，
马兰报
名西藏并被分配到了拉萨市城关区法律援助中心。

来到西藏，马兰得知，这里不仅高寒缺氧，法
律援助也是“一穷二白”。作为拉萨市唯一的城
区 ——城关区，法律援助中心还仅仅停留在纸面
上，无实际办公场所，无专职法律援助律师，法律援
助并未开展。
在城关区政府及司法局领导的大力协调下，终
于从信访接待大厅中挤出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作为
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室。就这样，马兰一人撑起了城
关区的法律援助工作。
没有案源，马兰就去学校讲课；无人知晓法律
援助，马兰就几乎每天一期的给城关区政府发送简
报。不久，法律援助中心的名声渐渐打开，她的办
公室从“门前冷落”到“人满为患”。边办案边普法
边讲课，马兰乐在其中。放弃了双休日，没有了节
假日，一年服务期结束时，她不仅办案数量过百，还
荣获城关区政府颁发的“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光荣

称号。
面对红红火火开展起来的法律援助工作，城关
区政府舍不得她走，城关区司法局领导更是真诚挽
留。一想到自己走后，法律援助中心有可能再度关
门，即使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再派其他律师过来，
也不如她轻车熟路。所以，马兰选择了留下。两年
下来，她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200 多件、讲课 17 场
次、撰写法律援助信息 300 余篇，被西藏自治区司
法厅授予
“西藏法律援助突出贡献律师”
。
“在玛多我是唯一的律师，在北京是之一，这其
中差别太大了。
”
马兰说。
刘保，在贵州的一个施工工地从高空坠落，造
成高位截瘫，但施工单位却拒绝赔偿，刘保甚至一
度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马兰来到刘保家中看望，
劝慰。并决定帮助刘保上诉，但是并不容易。刘保
出事的工地在贵州，而他所属的单位却在广西，这

让上诉遇到了很多阻力。
马兰找到劳动仲裁，两家单位在一起商量解决
方案。最终，在马兰的不懈努力下，刘保拿到了 71
万元赔偿款。这些钱对于这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来
说，
是生活全部的希望。
“刘保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马兰的
脸上洋溢着幸福。
作为 1+1 公益律师，马兰的足迹遍及新疆、西
藏、青海、云南、贵州、甘肃的贫困地区，行程达 6 万
公里，
为 3 万多人开展普法宣传，
办理各类援助案件
超过 400 件。
那个曾经时尚干练的北京律师，如今已经习惯
了简单、朴素的装束，脸也被晒得黝黑。但留在马
兰记忆中的，并不是那些艰苦和困难，而是每一位
受援人希望的眼神、灿烂的笑容。
文/本报记者 刘晓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