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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公开征集意见

明确界定霸座、
逃票和推销等不文明行为

地铁内饮食拟纳入个人信用不良记录
本报讯（记者 刘珜）除婴儿、病人外，在地铁内
饮食；一个人“霸座”占据多个座位；在地铁内扫码推
销……乘客即将为这些行为付出代价。昨日，北京市
交通委就修订后的《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公开
征集意见，守则对“霸座”、饮食、逃票、推销等四种不
文明行为进行了界定。同时，乘客有上述行为将被纳
入个人信用不良记录，运营方有权拒绝对其提供乘客
服务。

4 月 25 日，北京市交通委就修订后的《北京市轨
道交通乘客守则》公开征求市民意见，同时起草《关于
对轨道交通不文明乘车行为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
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拟对逃票、
“霸座”
、饮食、
推销营销等不文明乘车行为纳入个人信用不良记录。
《乘客守则》对
“禁止吸烟、
随地吐痰、
便溺、
吐口香糖、
乱扔废弃物、
乱写乱画”
等6项条款进行了修改补充，
针对
地铁霸座、
饮食、
推销营销等新现象增加了6项条款。

同时起草的《实施意见》对采用违规进出闸机、伪
造变造票卡等方式逃交票款；在列车车厢内一人占用
多个座位；除婴儿、病人外，在列车车厢内进食；推销
产品或从事营销活动四种不文明乘车行为纳入个人
信用不良记录作出界定。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
这是北京官方首次就地铁
内饮食进行明确禁止，
并逐步纳入法律法规管理范畴。
下一步，
市交通委还将适时出台《乘客守则》和《实施意

见》，
开展轨道交通文明乘车宣传活动，
引导市民文明乘
车，
营造文明有序的乘车环境。
目前，
《乘客守则》和《实施意见》正在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广大民众可于 5 月 11 日前对《乘客守则》提
出的意见建议反馈至邮箱 cuihailong@bjjtw.gov.
cn。对《实施意见》提出的意见建议反馈至邮箱 jtwfzc@bjjtw.gov.cn，或登录市交通委官网了解详情
反馈意见，
欢迎社会各界研提意见建议。

释疑

地铁上的哪些行为被禁止？
除婴儿、
病人外 乘客不得在地铁内饮食
《守则》明确乘客应自觉保持车站、车厢的文明卫
生，共同维护公共环境秩序。除婴儿、病人外，乘客不
得在列车车厢内饮食。
同时，
《守则》明确乘客禁止吸烟（含电子烟）、
随 地 吐 痰 、便 溺 、吐 口 香 糖 、乱 扔 废 弃 物 、乱 写 乱
画 。 在 吸 烟 认 定 上 ，首 次 明 确 将 电 子 烟 纳 入 禁 止
范围。

“霸座”
“踩座”
行为被明令禁止
此前，北京地铁内多次曝出乘客躺在座椅上或者
拿着大包占座的不文明行为，个别乘客甚至在早晚高
峰阶段占据多个座位。
《守则》明确乘客不得一人同时占用多个座位；不
得踩踏车站和车厢内座席。
其他影响他人的行为，如大声喧哗或者弹奏乐
器、播放音乐等也不被允许。

明确各类活禽、
宠物不得带入地铁

扫码推销等行为被禁止

《守则》对禁止带入地铁内的动物种类进行了明
确。乘客禁止携带活禽、猫、狗（警犬、导盲犬除外）等
宠物以及其他可能影响轨道交通运营或其他乘客乘
车的动物乘车。
同时，其他可能影响他人的物品，如折叠自行车、
各类滑板车、自动平衡车、滑轮鞋、滑板等也不得在车
站、车厢使用。乘客也不得携带充气气球进站乘车。

此 前 ，经 常 有 推 销 人 员 在 地 铁 站 内 或 者 车 厢
内劝说乘客扫码关注微信号或者进行其他推销
行为。个别不法分子甚至利用扫码推销从事诈
骗活动。
《守则》明确乘客不得私自张贴、悬挂物品；也不
得推销产品或从事营销活动。
文/本报记者 刘珜

有不文明行为如何处罚？
四种行为将纳入个人信用不良记录

地铁有权拒绝不文明乘客乘车

《实施意见》明确了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的不
文明乘车行为包括四种。
一是采用违规进出闸机、伪造变造票卡等方式逃
交票款；二是在列车车厢内一人占用多个座位；三是
除婴儿、病人外，在列车车厢内进食；四是推销产品或
从事营销活动。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专职督查员、文明乘车监督
员、轨道运营单位工作人员、乘务管理员发现有上述
不文明乘车行为的应当立即劝阻、制止；劝阻、制止不
听的，轨道运营单位有权拒绝提供乘车服务，并立即
向公安、交通执法部门报告。
市交通执法部门应当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公

安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可通过轨道交通志愿服务消除不良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新规并未将不文明行为“拍死”。
因上述不文明乘车行为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的行
为人，可以通过主动参加轨道交通志愿服务进行不良
信息修复。

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全线贯通
全长 41.4 公里 9 月开通初期运营

同时，
乘客认为个人信用不良信息有误的，
可以向市
交通执法部门书面提出异议申请，
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市交通执法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 7 个
工作日内进行核查，
并作出处理。经核查属实的，
应当
及时予以更正，
并将更正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
因错误
采取相关措施损害有关主体合法权益的，相关部门和
单位应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其信誉、
消除不良影响。
文/本报记者 刘珜

代购
“医院小药”
属违法行为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的“肤乐霜”
、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的“当红创伤乳膏”……这些被称为“医
院小药”
“明星小药”的医疗机构制剂很受患者欢迎。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市药监局获悉，为满足患者对传统
中药制剂的需求，促进中医药有序发展，医疗机构用
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注册管理已由审批改为备
案，
流程大幅简化。

传统中药“院内制剂”
备案全程电子化

供图/市重大项目办

共走绿廊将形成三季有花、
四季常绿的景观特色
北京青年报记者昨日从市重大项目办获悉，新机
场线一期工程全线实现贯通。目前，新机场线主体结
构施工已经完工，工程已全面进入机电设备安装和装
修施工阶段，计划于今年 9 月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同
步开通初期运营。

磁各庄站区间已经实现短轨通
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全长 41.4 公里，途经丰
台、大兴两区，全线共设草桥站、磁各庄站和新机场北
航站楼站 3 座车站。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
截至目前，
新机场北航站楼站—磁各庄站区间已
经实现短轨通，
样板段动车调试情况良好，
为实现 5 月
份的全线轨通和 6 月份的试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新机场线穿越工程数量众多、类型复杂、
工期紧张、难度较大，含特级风险源 7 处，一级风险源
61 处。其中，
磁各庄站—草桥站区间的最后一百多米
暗挖工程是制约全线贯通的最大节点，该段上跨既有

10 号线草桥站—纪家庙站区间，下穿镇国寺北街，地
质环境复杂，
地下管线繁多，
距离地面最小距离仅有 4
米，
施工难度极大。
负责该段施工的项目负责人表示，为统筹兼顾
10 号线运营安全和新机场线施工安全，
该段采用洞桩
法施工，这种暗挖工法减少了地面沉降，降低了施工
安全风险，相对于明挖工法还避免了大量的管线改移
工作，但比起常规的暗挖施工工序更加复杂，工期也
更长。

17 公里共走绿廊提升景观效果
据市重大项目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新机场线与新
机场高速公路、京雄高铁形成了独特的共走廊模式，
共廊全长约 17 公里，共廊段的夹缝空间总面积约
1700 亩，未来将被打造成为林廊连贯、层次丰富、生
态共生的绿色轴带，形成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共走
绿廊。根据周边规划定位及现状环境特征，将分为条
带段和门户区两部分，有效提升了轨道沿线的自然生

态环境和总体景观效果。
共走绿廊不仅是旅客乘坐新机场线抵达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的必经之路，
还隶属广义上的南中轴区域，
连
接了南苑团河行宫、
念坛公园等绿地，
建成后将成为串
联北京南北向景观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旅客今后搭乘
新机场线时将有
“穿过森林去机场”
的美好体验。

新机场线将北延至丽泽商务区
按照最新规划，新机场线将从草桥站向北延长约
3.5 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至丽泽商务区，与建设中的
地铁 14 号线、16 号线及规划中的 11 号线换乘，并在
丽泽商务区北区结合车站设置一座城市航站楼，提供
值机和行李托运服务。届时，旅客可以提前在丽泽商
务区站办理登机牌和托运行李手续，极大地方便了旅
客出行。在丽泽商务区站，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
轨道与周边用地的高度整合，未来将打造一体化示范
性轨道枢纽，
进一步提升丽泽商务区品质。
文/本报记者 李天际

据统计，目前，北京市共有医院制剂批准文号
3402 个，涉及医疗机构 160 余家，其中中药制剂批准
文号 1500 余个。
中药制剂具有经临床长期反复实践、配制简便等
特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等有关规定，
由许可审批变为备案登记仅需提交备案资料，进一步
提高了申报效率，有效促进了传统中药制剂更快捷地
惠及患者。例如中药制剂“清解丸”，用于治疗儿童风
寒、咳嗽痰黄、上呼吸道感染等，是本市首个完成传统
中药制剂备案的品种。
北青报记者从市药监局了解到，日前市药监局出
台《北京市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备案
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明确备案流程、资料要求、管
理机制及监管要求等，并开发全程电子化备案信息平
台。首次申请备案事项的医疗机构应进入网站“办事
大厅”在线注册网上服务平台账号，再进入“医疗机构
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备案”平台，填写备案信
息，市药监局在接收备案资料后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
是否予以备案的结论。

网购平台仍在“代购”
院内制剂
目前有一些价格便宜、疗效好的院内制剂在消费
者中颇受欢迎，于是有人念起了生意经，他们特意到
医院挂号，把院内制剂开出去，然后在电商平台、微信
上加价销售。而消费者也难辨这些药品的真假。
北青报记者在一个电商平台上搜索首儿所“明星
小药”肤乐霜发现，除了一些面霜产品之外，有一些
“代购”肤乐霜的店铺，打出“正品代购”、
“详情咨询”
的标题，暗示可以购买首儿所研发的治疗湿疹药膏
“肤乐霜”，在产品介绍页面，并没有相应的图片等内
容，而是一行字“就是你想要的，详情联系客服”。北
青报记者随机询问了几家店铺，均表示是从首儿所购
买的，
“是医院最新的，
有现货，
下单很快就发货”。

电商、
微信售卖“医院小药”
属违法行为

本市放宽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
从须参加失业保险 3 年以上调整为只需 1 年
本报讯（记者 解丽）昨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市
人力社保局了解到，今年起，本市放宽技能提升补贴
的申领条件，原来企业在职职工申领补贴须参加失业
保险 3 年以上，调整为只需要 1 年以上，且此项优惠
政策将延续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符合条件的企业
职工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互联网申请并领取补贴，
最高补贴标准达 2000 元。
据了解，本市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对取得初级
（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且取得证书和申请补贴时均属于企
业职工的人员，自证书核发之日起，12 个月内可申领
技能提升补贴。
职工可以通过市人力社保局官方网站的公共服

最高可享 2000 元补贴

务平台、市人力社保局微信公众号“北京 12333”、市
人力社保局官方 APP 等网上渠道注册后，按系统提
示，分别录入证书信息和银行卡信息，即可在线提交
申请。
受理后，补贴经办系统将自动与证书系统、社保
信息系统进行核验，并将拟享受技能提升补贴的职工
名单等相关信息，在市人力社保局官方网站上公示一
周。公示无异议，经办系统通过与本市社保经办机构
签约的 16 家银行，将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申请职工
的个人银行账户。
据介绍，技能提升补贴的标准按证书等级分为三
档：取得初级（五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的，补贴标准为 1000 元；取得中级（四级）职业资格

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补贴标准为 1500 元；取
得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补贴标准为 2000 元。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只能
申请并享受一次补贴。
申请补贴的职工还可以自行查询本人取得的证
书信息及缴纳失业保险信息。查询证书信息可通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网
（http://zscx.osta.org.cn/）；查询缴纳失业保险的
信息可通过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http://
www.bjrbj.gov.cn/csibiz/）。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北京共受理了 6231 人的技
能提升补贴申请，合计为 5380 名企业职工发放补贴
818 万元。

对此，
市药监局表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医疗机构
配制的制剂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或者变相销售，
不能在购
物网站、
微信朋友圈、
微信群、
市场上等医疗机构外售卖，
即使是在医疗机构内，
也应严格按照制剂说明书使用。
市药监局还提醒，外埠个别地区还发现有一些人
员打着祖传秘方、
特效药的幌子网售未经批准的
“医院
制剂”。这些所谓的“小药”无文号、无配制单位、无有
效期、
无批号等，
实则就是假药，
未经安全性验证，
有的
甚至非法添加化学成分，患者一旦使用，轻者延误治
疗，重者则可能引发药源性疾病甚至中毒。消费者一
定要提高警惕，
切勿在医院外购买所谓的
“医院制剂”
。
文/本报记者 张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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