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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乘客在地铁内进食 9号线、15号线不文明行为高发

北京地铁成立巡查组劝阻乘客进食
时讯
本报讯（记者 刘珜）昨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从
北京地铁公司安保部获悉，北京地铁 3420 名乘务管
理员已经完成培训，将严格巡查乘客“进食”
“ 霸座”
和大声播放音乐等不文明行为。在 8 条没有配置地
铁乘务管理员的线路上，北京地铁将成立专项巡查
组，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制止。
本市 5 月 15 日发布《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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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在地铁内进食、霸座
等行为将被禁止。
新规实施已近十天，北青报记者采访发现，不少
乘客还是会在地铁站内购买食品和饮料，也有个别
乘客仍在地铁内进食。
昨日，北京地铁公司安保部部长王玉维介绍，携
带食物进入地铁是可以的，但不能在地铁内进食。
目前北京地铁公司已经对 3420 名乘务管理员进行了
全员培训，届时将对乘客不文明乘车行为严格巡查
并进行劝阻。

据悉，
北京地铁 16 条线路中，
1、2、5、6、8、10、13、
八通线等 8 条线路已经配置了乘务管理员。在第一
周的巡查过程中，发现不文明行为 20 起：其中乘客进
食 7 起，霸座 3 起，乞讨 1 起，发生矛盾打架 8 起，影响
他人行为 1 起。
王玉维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已经配置乘务管理员
的线路上，不文明行为较少。但在没有配置乘务管理
员的线路上，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其中地铁 9 号线、
15 号线不文明行为较为高发。
针对没有乘务管理员的线路，北京地铁将成立

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彩色路面亮相
为绿色和橙色双色路面 彩色铺装预计 5 月 26 日完成
交通
本报讯（记者 李天际）随着北京首条自行车专
用路进入面层彩色铺装施工阶段，彩色路面首次亮
相。北京青年报记者昨日从施工方北京市政路桥养
护集团瑞通九处获悉，
路面彩色铺装预计 5 月 26 日完
成，
本月底自行车专用路整体施工也将完成。
昨天，北青报记者来到地铁 13 号线龙泽站附近
的自行车专用路施工现场。顺着天桥坡道向上，两
侧是自行车助力装置，上行设置自行车传送带，减
少使用者推行难度；下行设置阻力装置，提高安全
性。这段自行车专用路为高架段，距离地面 6 米，施
工人员顶着烈日在铺设绿色和橙色的双色路面。
目前已完成绿色路面铺装 2.5 公里，橙色路面铺装
1.5 公里。据介绍，彩色铺装主体材料采用了环保、
抗磨耗、具融雪性能的彩色陶瓷颗粒，雪天行驶也
可保证安全。
北京市政路桥养护集团瑞通九处主管工程的副
经理李守艳介绍，这条自行车专用路东起昌平回龙
观，西到海淀后厂村路，全长 6.5 公里。为全封闭运
行，
设计车速为 20 公里/小时，
全线设 8 处出入口。
“自行车专用路设计为双向行驶，两侧行车道为
绿色，宽 2.5 米；中间潮汐车道为橙色，宽 1.5 米。”李
守艳说，中间橙色的潮汐车道在早晚高峰将变换行驶
方向。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今明闷热 周日气温骤降 10℃
本报讯（记者 赵婷婷）刚刚进入5月下旬，北京
就感受到了高温的巨大威力。昨天，本市平原大部分
地区的日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7℃以上，
局地甚至达到
了40℃以上。预计24日至25日，最高气温将回落至
34℃-35℃，但相对湿度有所增大，晴热天气将转为
高温闷热天气，
人体感觉可能会比昨天更加
“不爽”
。

局地最高气温超过40℃
热浪昨天一早就开始加大马力，上午8点30分，
南郊观象台气温已升至26.5℃。
到 了 11 时 ，城 区 所 有 观 测 站 的 气 温 都 已 超 过
30℃，最高气温出现在建国门桥附近的古观象台，达
到36.1℃。全市范围内，20个国家级观测站中除了延
庆的两个观测站低于30℃以外，其余观测站的气温
也都已经
“破30”
。
13点50分，代表“北京天气”的南郊观象台最高
气温已经达到35.0℃，并在继续上升中。最终，南郊

观象台最高气温出现在15点40分，为36.6℃。昨天也
因此成为今年首个高温日。
虽然北京的最高气温定格在36.6℃，但昨天京城
部分地区的温度超过了40℃！到昨天14点，古观象
台气温已达40℃，回龙观昨天15点的最高气温甚至
达到了40.8℃。

均首个高温日一般出现在6月10日，今年相较常年提
前了18天，但还没有进入前几位。北京高温日最早
出现在1986年的5月7日，当天最高温达35.7℃，是自
1951年以来高温来得最早的；最晚出现在1991年7月
25日，
到7月才迎来35℃以上的高温天气。

冷空气周六夜间抵京

5月持续高温日数有望打破近十年纪录
据北京市气象局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
来，5月下旬，以南郊观象台为代表站的北京地区高
温日数（日最高温大于等于35℃的天数）最多为5天，
出现在1965年。从1981年到2010年，北京5月的常
年平均高温日数为0.2天，近十年的平均日数为0.4
天。近十年来，北京5月下旬高温日数最多的一年是
2014年，当年5月出现了2天高温日。昨天是北京今
年首个高温日，若今明两天高温天气得以继续，北京
今年的高温日数将打破近十年北京5月下旬高温日
数的最高纪录。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自1951年以来，北京常年平

晴朗的天气、烈日曝晒以及北京上空暖气团叠加
导致昨天北京气温持续升高。
北京市气象台预计，24日至25日本市云量有所
增多，最高气温将回落至34℃-35℃，但相对湿度有
所增大，将由前期的高温晴热天气转为高温闷热天
气。受冷空气影响，25日至26日华北中东部有一次
明显降雨天气过程，河北东北部局地有暴雨。北京大
部分地区降水明显，
并伴有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雨。
预计周六白天本市最高气温仍在35℃左右。降
雨过后，周日白天最高气温将下跌至25℃，此轮高温
天气宣告结束。此外，周日至下周二，北京将有四级
左右北风，
市民要注意防风。

北京文博会 5 月 29 日开幕
文博会期间首钢工业遗址公园、
宣南文化博物馆等 11 家单位免费开放
文创
本报讯（记者 赵婷婷）第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
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
“北京文博会”
）将于 5
月 29 日至 6 月 1 日举办。北京青年报记者昨日从组
委会获悉，本届北京文博会将举办 8 场推介交易活
动、5 个专题论坛、4 场创意活动，
并将设立 5 个专业分
会场。文博会期间，首钢工业遗址公园、宣南文化博
物馆等 11 家单位将向市民免费开放。
本届北京文博会主展场设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老馆），总面积 3.5 万平方米，共设 17 个主题展区，包

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成就展区、北京市文化产业引
领展区、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展区、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特色文化展区、长城文化展区、广播电视网络视听
展区、公园文创产品展区、设计创意展区、文物及博物
馆文化创意产品展区、工艺美术展区、北京文化创意
大赛展区、首都优秀青年文化创意展区、体育产业展
区、台湾文化创意馆、城市书房阅读体验区、民俗文化
展区、省区市文化产业展区。
除了主场馆，天桥艺术中心、北京欢乐谷等遍布
京 城 的 分 会 场 将 为 市 民 搭 建 起“ 一 刻 钟 文 化 服 务
圈”。今年的文博会将继续举办
“走进文博会看北京”

系列活动，遴选首钢工业遗址公园、宣南文化博物馆
等 11 家资源共享单位，在文博会举办期间向市民开
放，
提供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
此外，塞隆文创园、莱锦文创园等十家老旧厂房
改造示范园区将在主展场集中亮相，成为盘活老旧厂
房资源、建设新型城市文化空间的典范。北京文化创
意大赛展区将以赛事历程为线索，以优秀的参赛企业
和项目为主体，整合优质文创资源，发掘文化创业人
才和创新创业项目，推动文创产业创新发展。首都青
年文化创意作品展区将展示青年
“创新创意”成果，调
动全社会参与文创的积极性。

儿童剧《冰雪城堡》于本周六首演
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婧）由北京北青文化艺术公司
与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联手打造的
大型冰雪奇幻儿童剧《冰雪城堡》将于 5 月 25 日在未
来剧院首演，目前该剧首轮演出部分场次的演出票已
经售罄。
据了解，大型冰雪奇幻儿童剧《冰雪城堡》是北京
文化艺术基金 2018 年度资助项目。北京文化艺术基
金是由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财政局发起设立的公益
性基金，重点围绕舞台艺术创作、文化传播交流推广

西城区委副书记
出任西城代区长
本报讯（记者 李天际）西城区十六届人大常委
会昨日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根据地方组织法有关规
定，任命孙硕为西城区代理区长。孙硕曾为西城区委
常委、常务副区长，现为西城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
书记。今年年初，原西城区长王少峰转任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工委书记。
公开资料显示，孙硕出生于1974年11月，2004年
12月入党，1999年7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企业
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管理学硕士，在职研究生（中国
人民大学风险投资专业），
经济学博士，
高级经济师。
孙硕曾在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证监会工作，历任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咨询中心咨询二处职员、咨询一处
职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协调办综合
处干部，派出机构工作协调部综合处三级助理、协调
处三级助理、副处长、处长。2011年，
孙硕到西城区工
作，历任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区委常委、区委办
公室主任、区直机关工委书记，
2016年6月出任西城区
常务副区长。
会议还任命喻华锋为西城区副区长。

顺义将打造
北斗产业园

北京昨日最高气温 36.6℃ 局地高温超过 40℃

气象

专项巡查组巡查不文明行为。巡查组以地铁工作
人员和安保力量为主，不定期对地铁不文明行为进
行巡查。对较轻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对于较严
重的不文明行为将交由交通执法部门或者公安进
行处理。
新 版 的 乘 客 守 则 明 确“ 推 销 ”行 为 也 被 禁 止 。
北京地铁也将对地铁内扫码骚扰乘客的行为进行
制止。目前，人流较大的换乘站“扫码推销”的行为
较为高发，北京地铁将对此进行研究，并研究制止
方案。

和艺术人才培养三大领域开展资助，面向社会、公开
透明，
助推首都文化艺术繁荣发展。
《冰雪城堡》的创排以“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目标为出发点，希望通过舞台剧的形式，让更多的
孩子和家庭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在这部奇幻儿童
剧中，小观众不仅将和家长们共同经历一场惊心动魄
的冒险，还有机会在舞台上看到各类冰雪运动的展
示，这是《冰雪城堡》的最大亮点之一。除了那些众所
周知的滑雪、滑冰、冰壶等冬奥项目，
“有舵雪橇”也将
作为舞台上的重要道具之一，
和观众见面。
为了让小朋友们更有参与感，
《冰雪城堡》特别设

计了三大闯关环节，邀请台下的观众和冰雪精灵们一
起走迷宫、闯泥潭、参与知识竞答，集合所有人的智慧
和勇气一起保卫冰雪城堡。届时，小观众们不仅可以
化身现场裁判，为精灵们助力，还可以了解到一些冰
雪运动冷知识，
成为冬奥文化
“小达人”
。
据剧组主创人员介绍，演出最后还留了一个彩
蛋，一个直径两米的“大雪球”将在观众席自由传递，
将冰雪世界的纯真和快乐带给所有的大小观众们。
据悉，首轮演出结束后，该剧还将在北京、张家口
等华北地区展开巡演，让冰雪文化陪伴孩子度过快乐
童年，
喜迎冬奥开幕。

本报讯（记者 王斌）昨日下午，在第十届中国
卫星导航年会高端论坛上，顺义区发布北斗产业创新
发展规划。今后，顺义区将打造国家北斗产业园，构
建完善的北斗产业创新发展生态系统，在公共安全、
交通运输、防灾减灾等领域提供综合服务。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在顺义区召开。作为
东道主，顺义区设置专区集中展现了北斗卫星导航技
术在顺义区的应用情况。同时，顺义区发布北斗产业
创新发展规划，将依托国家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园，利
用园区270万平方米的空间资源，打造国家北斗产业
园。顺义区副区长支现伟表示，顺义区将鼓励园区联
合龙头企业和社会资本，建设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产
业综合应用服务中心、数据中心、产品检测中心等公
共平台，配套设立北斗应用孵化机构提供孵化加速服
务，
构建完善的北斗产业创新发展生态系统。
此次年会期间，顺义区与百度、美团点评等企业
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多个涉及北斗卫星导
航技术的新项目将落户顺义区。

海淀首家售药便利店
获批落户北科大校内
本报讯（记者 王薇）经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批准，北京科技大学内的一家物美便利店成为海淀区
首家获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便利店。
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药械流通监管科科长李
瑾介绍，物美 4 家便利店的售药申请于 5 月 22 日申
报，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在前期对这 4 家便利
店进行了走访调查，所以当日就为其完成了营业执照
增项、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发的全部流程。
下一阶段，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进一步加强
对拟参与试点便利店的上门指导，严把准入关，确保
试点便利店为百姓提供优质科学的药学服务，守住药
品质量安全底线。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科技嘉年华本周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 刘婧）
“人工智能、多米诺骨牌、
创意造物、创意服装秀”，由北京青少年科技中心指
导，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主办，北京十一学校等6所
盟校共同参与的科技嘉年华活动将于5月26日上午9
点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昌平校区拉开序幕。
科技嘉年华活动以“科技智造未来 设计改变生
活”为主题，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贯通学子和北京
十一学校等6所盟校师生共同呈现包括创客工坊、科
技作品展演、创客作品展、创意服装T台秀四大主题
活动，内容涵盖了STEAM课程体验、人工智能展示、
专利作品展示、多米诺骨牌、创意造物、科学实验展
示、创意服装秀等，将多单元、全方位展示学生的创意
能力、动手能力以及所取得的最新科技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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