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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公交专线直通世园会
起点均位于地铁站 S2 线 82 分钟直达延庆
本报记者 任珊
为做好世园会服务保障工作，市交
通委昨天介绍，本市将开设由市区地铁
站点至延庆世园会的 6 条公交接驳专线，
4 月 30 日起市郊铁路 S2 线正式开行“世
园会直通车”，82 分钟直达世园会。此
外，延庆将开通 4 条区域旅游专线公交，
市民可由世园会至八达岭长城、龙庆峡
等延庆周边旅游景点游览。

6 条公交专线均与地铁接驳
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世园会
园区距离中心城区约 74 公里，道路里程
较长，加上延庆区旅游景点多，特别是八
达岭长城本身的客流吸引量很大，与世
园会的吸引力叠加后，本市交通承载压
力将进一步加大。为此，在广泛征求群
众意见、实地调研、多方论证的基础上，
开设了 6 条世园会公交专线。
这 6 条专线的起始点分别位于地铁
8 号线朱辛庄站、16 号线北安河站、5 号
线天通苑北站、6 号线金安桥站、13 号线
西二旗站、9 号线六里桥东站。公交专线
经由京礼高速直达世园会园区，票价均
为 16 元。
需要注意的是，世园会公交专 1 线
（地铁朱辛庄站-世园会 P3 停车场）将作
为会期 162 天中的常态线路，朱辛庄开往
园区方向开行时间为 7 时至 14 时，园区
返回朱辛庄方向开行时间为 12 时至 21
时，人满即发车，发车间隔不超过 30 分
钟。而其余 5 条线路仅在世园会期间周
末及节假日（共 54 天）运行，每半个小时
开行一班。
在园区，公交专线均停靠在世园会
P3 停车场，距离世园会 1 号门最近，方便
乘客进园游览。

本月底开通
“世园会直通车”
据悉，世园会期间，每周一、五、六、
日及节假日，由黄土店站开往延庆站的
市郊铁路 S2 线将提高运力，开行对数提
高至 18 对，保证每隔一小时左右发送一
趟往返城区至延庆的市郊列车。周二、
三、四开行列车 14 对。
为进一步方便服务游客出行，自 4 月
30 日 起 ，S2 线 开 行“ 世 园 会 专 线 直 通
车”。周一、五、六、日，黄土店直通延庆 7
列、延庆直通黄土店 4 列；周二、三、四，黄
土店直通延庆 5 列，延庆直通黄土店 3
列。
“ 世园会直通车”全程只需 82 分钟。
游客可乘坐地铁 8 号线和 13 号线至霍营
站 G4 出口步行至黄土店站乘坐 S2 线。
世园会期间，还将开通免费接驳摆
渡公交 1 路，方便游客从延庆火车站快速
直达世园会。具体运营信息市民可通过
北京市郊铁路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市
郊铁路”查询。
为鼓励公交出行，本市交通部门还
和世园局联合设立了“世园会门票+专线
公交”联票。平日单程/往返联票价格分
别为 125 元和 130 元，指定日单程/往返
联 票 价 格 分 别 为 165 元 和 170 元 。 购
买单程和往返联票较门票和车票分开
购买分别便宜了 11 元和 22 元，相当于
购买全价门票后仅需多掏 10 元便可以
乘坐专线公交往返世园会园区。游客
可通过大麦网、遨游网和站点扫码方式
购买联票。

延庆将开通 4 条旅游专线
据介绍，世园会期间，市区至延庆的
常规公交线路 919/919 快等线路，在满
足市民正常出行需求的基础上，高峰期

间还将视客流情况增加公交运力，服务
五一小长假即将到来，世园会也将
群众出行。在延庆区，群众可乘坐 Y44、 迎来第一个客流高峰。市交通委提醒游
Y20、Y4、Y9、Y10、Y46 等常规公交线路
客提前在网上购票、预约订票，并建议游
前往世园会园区。
客尽量乘坐公交、大巴等绿色出行方式
中外游客逛完世园会还想在延庆区
参观世园会。北京交通 APP 近日将推出
逛一逛，怎么办？市交通委介绍，世园会 “世园会出行指南”专题服务，市民打开
期间将开通 4 条区域旅游专线公交，连接
APP 后，点击“服务”栏目中的“世园会出
八达岭长城、古崖居、柳沟民俗村、华海
行指南”图标，即可查看世园会交通出行
田园、龙庆峡等旅游景点。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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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园开建
本报讯（记者 孙云柯）昨日上
午，
市康复辅助器具园区在石景山区
启动建设。园区重点聚焦康复辅具
产业“高精尖”环节，在科技研发、公
共服务、创新创业等方面形成示范引
领。目前，
已有瑞德医疗等十余家行
业重点企业入园发展，
园区预计将于
今年 9 月份正式建成投用。
康复辅助器具是指预防残疾，
替
代、
补偿、
恢复、
增强人体功能的相关治
疗性产品，
包含器具、
设备、
仪器、
技术、
软件等，
主要面向老年人、
残疾人、
荣誉
军人、
伤病人、
儿童等不同人群。2016
年 10 月,国务院首次对我国康复辅助
器具产业发展做出顶层设计，
出台了
《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
干意见》。2017 年 11 月，
北京市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实
施意见》,确定了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扩大市场有效供
给、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等主要任务。
随着行业政策红利逐步释放，
一个万
亿级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
目前，本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约 400 万，残疾人口 40 万。其中，失
能、半失能老人、残疾人对康复辅助
器具需求量较大，2020 年国家规划
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将达到 7000
亿。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会长闫
和平介绍，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等行业资源
都在北京，同时北京又是全国科技、
教育、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最为集
中的城市，
完全具备条件引领示范全
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
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告诉记
者，
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是同时满足经
济发展需求和民生需求很好的结合
点，产业园区建成后，可以将北京现
有的科技研发优势集聚起来，
将过去
单项先进技术按照功能集成，
打通上
下游产业链，
增强本市康复辅助器具
产业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康复辅助器
具产业跨越式发展。同时，
康复辅助
器具产业市际联席会将研究出台多
项措施全力支持园区建设及行业企
业发展，
高效解决康复辅助器具行业
的共性问题，
支持行业重点企业快速
在园区发展壮大。
记者了解到，
石景山区作为园区
落户地区，
已经将市康复辅助器具园
区建设纳入全年度区政府折子工程，
将定期对实施进展情况进行重点督
办。接下来，
石景山区将依托该园区
服务能力，
上线运营康复辅助器具租
赁共享服务系统平台，
在辖区建立康
复辅助器具租赁旗舰店和社区载体
店中店，
形成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服务
的三级网络，
力争实现康复辅助器具
租赁服务区域覆盖率达到 60%。

妇产医院通州院区获批

神州奇珍展亮相世园会
昨天，位于世园会中国馆地下一层《神州奇珍——中国特色珍稀植物展》
展厅完成布展工作。世园会期间，这里将向观众展示绿绒蒿、金花茶、杜鹃红
山茶、
石斛兰、
独蒜兰等 300 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珍稀植物。本报记者 吴镝摄

市属公园文创品种 3 年增 15 倍

花式文创喜搭公园赏花季
相。契合春季文化活动主题的“牡丹糕
点系列”也成为热销品，该糕点系列包
括牡丹红豆饼、牡丹富贵酥、软酥百花
饼等不同口味。

销售给市场带来持续热度。”

公园文创计划扩种类

与故宫文创擅长的讲故事风格比，
公园文创主打“应景儿”牌。缪祥流介
绍，近年来，市属公园重点推出了中国园
今年春天，本市多家公园在文创上
林主题产品、节日创意年货、四季植物手
发力。
信等系列文创产品及游园体验活动。3
玉渊潭第 31 届樱花文化活动暨首
年来，
“ 公园文创”种类由最初的 304 种
届鲁冰花花卉联展期间，樱花冰淇淋和
增至 4989 种，每个主题活动、每个游园
“小樱版”汽水也备受好评。近一个月
时段都不断推出新系列、新产品。
昨天，以牡丹花为主视觉元素的“景山牡丹”限定款北冰洋汽水亮相，吸引了众
时 间 ，两 款 公 园 文 创 的 销 量 分 别 是 5
针对有人提出的公园文创只有吃食
多“花粉”和“老北京”。这是公园联合一轻食品集团首次推出“中国范儿”十足的文
万 根 和 2 万 瓶 。 缪 祥 流说：
“ 今年春
类的说法，缪祥流解释，可能是近期类似
创饮料。
本报记者 吴镝摄
天，各公园开发的和花有关的文创产品
产品的宣传比较多。其实，公园文创的
超过 200 种，其中食品和饮料类产品比
产品类型可大致分为食品饮品、家居服
”
饰、邮品、化妆品、文具玩具、工艺品等六
冰淇淋，不到一周销量就破了 5000 根， 较火。
本报记者 刘冕 王谌
值得一提的是，公园这轮文创开发
大系列。除了邮品和工艺品类相对较
平均一天销量一千多根。最多一天公
青睐跟京味儿企业合作。以景山公园
少，其余品类开发数量都比较均衡。
“我
景山公园牡丹盛放，4 种口味的牡丹冰
园卖了两千多根，
一度卖断货。
为例，该公园工作人员介绍，选择与北
们也在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他说，除了
淇淋随之热销；
玉渊潭的樱花开了，
“小樱版”
在景山公园商店旁，
“景山特色冰淇
冰洋联手，是看中了这款汽水蕴含的
一些快消品，还希望有一些可以长期摆
汽水儿成了网红……今年花季，市属公园一
淋”的照片十分亮眼——外形为一朵娇
“对很多北京人，尤其是七
放陈设的艺术品被开发出来，珠宝首饰
下子推出了超过 200 种以花为主题的文创产
艳欲滴的牡丹花，共有“牡丹、芒果、草 “北京记忆”。
类的产品也在策划研发过程中。
品，喜搭花事。一种非故宫模式的文创发展
莓、
抹茶”
4 种口味供选择。工作人员说： 零后八零后，童年逛公园时都会喝北冰
洋。现在，能在熟悉的公园喝上童年味
按计划，市公园管理中心还将完善
模式，初露端倪。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 “配方中加入了牡丹花的提取液，
真的可
道，还能因为创意新而发朋友圈分享， “一园一店一品”的文创优化布局，将文
长缪祥流介绍，
3 年来，
老园子不断推出新卖
以尝到淡淡牡丹香。
”
这是这款文创产品的卖点之一。”
创商品的开发与文物保护、文化活动、展
点。
“公园文创”种类已由最初的 304 种增至
就是这口牡丹味儿，让 91 岁的景
新出炉的春季文创产品中，
“ 定制
览展陈、科普活动结合起来，使文创工作
4989 种，
3 年增了 15 倍。
山公园出现了买冰淇淋排队现象。有的
款”多，但几乎没有限量款。一位业内
真正成为挖掘公园历史文化，展示公园
游客专门带着冷藏包，
把冰淇淋买回家；
还
人士分析：
“公园文创热度刚起来，而且
形象的平台。各家市属公园也将继续探
有的游客坐车俩小时，
就为了尝鲜儿。
牡丹冰淇淋一天卖了两千根
大多是时令产品，本身销售就受到一些
索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并向社会开展
昨日，
景山公园又上新，
以牡丹花为
时效制约，所以更多公园希望通过走量
创意征集、产品评比和品牌合作。
还没到夏天，景山公园首次推出的牡丹
主视觉元素的
“景山牡丹”
限定款汽水亮

公园文创
“定制”
不限量

本报讯（记者 刘欢）昨天，记者
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
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设置通州院
区的请示已获批复，
预计床位规模将
达 1000 张。
市卫健委称，
原则同意北京妇产
医院在通州区设置床位规模为 1000
张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
院（北京妇幼保健院）通州院区，
保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
京妇幼保健院）东院区床位 300 张。
依据批复，
在妇产医院通州院区
登记开诊时，
应将位于中心城区的各
院区总床位数量缩减至 400 张。此
外，
医院应对通州院区的科目和人员
进行合理配置，
确保该院区设置符合
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满足辖区居民的
医疗服务需求。

未来，在城市副中心，不同层级
和类别的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将不断
增加，
他们将共同构建完善的三级医
疗服务体系，
不仅为城市副中心居民
提供医疗服务，
还可辐射京津冀部分
区域的患者，
为北京市中心医疗机构
“减压”
。
据了解，
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
也选址漷县镇中心区西区。目前通州
院区项目主体已经封顶，
正在进行内
部装修，
计划今年年底实现开诊运营。
目前通州规划和在建的医疗项
目还有：友谊医院通州新院二期、安
贞医院通州院区、潞河医院四期、东
直门医院东区二期。此外，今年，市
疾控中心迁建项目也将开工建设，
同
时还将加快首儿所附属医院通州分
院、市急救中心通州部前期工作。

送别救人英雄孟恩辉
本报讯（记者 金可）昨天上午，
见义勇为英雄孟恩辉的追悼会在东
郊殡仪馆悼念厅隆重举行。
一早，悼念厅的大屏幕上就开始
播放孟恩辉的照片，
悼念厅两侧摆放着
孟恩辉亲友和各界人士敬送的花圈。
4 月 12 日，河南小伙孟恩辉因
勇救落水女孩，
奋不顾身跳入望京北
小河中，
用尽全身力气将女孩推上了
岸 ，他 却 因 体 力 不 支 ，再 也 没 有 上
来。事发后，
朝阳区民政局迅速启动
了见义勇为行为确认紧急工作预案，
开通见义勇为确认绿色通道，
加快落
实、认定孟恩辉的见义勇为行为。4
月 18 日，市民政局即召开孟恩辉行
为认定及表彰奖励新闻发布会，
确认
孟恩辉救人行为属于见义勇为行为，
并按照条例政策要求给予正式认定，

给予一次性奖励金 67990 元，牺牲人
员褒扬金 543920 元。
孟恩辉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
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昨天，
除
孟恩辉的亲友外，
来自市民政局见义
勇为权益保护处以及朝阳区民政部
门、东湖街道，还有孟恩辉生前工作
单位的各界人士，都来到追悼会现
场，
送英雄最后一程。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孟恩辉短短 29 年的生命历程中，用
一颗孝心诠释了孝子孟恩辉，用一
颗爱心诠释了英雄孟恩辉，用乐于
助人、勇于牺牲的精神诠释了什么
是新时代青年的精神典范。孟恩
辉虽然离去了，但他救人的事迹和
敢于牺牲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
们前行。

专项整治见成效 线下投诉降七成

非法
“一日游”重灾区转到了网上
本报讯（记者 潘福达）在人们的印
象中，北京的非法“一日游”总和“黑车”
“黑导”沿途揽客分不开。但实际上，游
客关于非法“一日游”的投诉举报中，六
成以上是通过网站进行报名的。昨天下
午，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市公安、交通、
市场监管等部门召开了打击非法“一日
游”专项行动新闻通气会，首次透露网
站 已 成 为 当 前 游 客 报 名参团的最主要
途径。
会议通报了北京严打非法“一日游”
专项行动的成效。近年来，本市对非法
“一日游”采取多种举措进行整治，2018
年非法
“一日游”
投诉同比下降 67%，
并写
入了北京市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本市去年 7 月开展了严打非法“一日
游”专项行动，经过为期近 9 个月的整治，

北京非法“一日游”乱象基本得到了遏
制，
“ 一日游”市场秩序呈现持续向好的
发展态势。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专项行动以来，
本市出动执法人员 43 万余人次、执法车
辆 10 万余台次，检查导游 1.4 万余人次、
旅行社 2000 余家次、旅游车辆 3 万余台
次、景区购物及演出类场所 6.7 万家次，
处罚旅行社及从业人员 173 起，查扣“黑
车”427 辆，查处旅游客运业内违法 985
起，查封关停旅游购物店、演艺场所 172
家，查处景区周边非法散发小广告 2912
起，
累计罚没款 1700 万余元，
对扰乱公共
场所秩序的
“黑票提”
“黑导”
行政拘留 350
人、刑事拘留 94 人。专项行动开展至今，
本市受理
“一日游”投诉 184 件，同比下降
81.4%，
目前仍呈持续下降趋势。

市文化和旅游局旅游执法大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各部门把严打“黑车”和“黑
店”作为整治重点。专项行动以来，市交
通执法总队查扣“黑旅游车”249 辆、查处
旅游客运车辆违法案件 364 起；执法部门
还对旅游购物店进行严查，
先后关停了北
京十三陵金运通商场、北京博古天工玉器
珠宝有限公司、艺麓园（北京）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北京安阔极限汽车运动有限公司
昌平区西关环岛分公司、顺义区高丽营镇
旅游
“杀金店”
等购物演艺场所。
针对“黑网站”，市文化和旅游局会
同市网信办、市通信管理局开展“清网行
动”，加强网站备案基础管理工作，不断
提升网站备案率和备案准确率，关闭各
类违法违规旅游网站 39 个。
值得一提的是，从 2018 年 2 月份起，

按照市委政法委扫黑办工作要求，
“一日
游”乱象纳入了旅游行业扫黑除恶工作
范畴，多部门共同开展“黑车”
“黑导”
“黑
社”
“黑店”
清理整治行动。
据介绍，本市相关执法部门将保持
旅游市场执法检查的高频常态化，加强
对旅游投诉举报的处理，依法高限处罚
各类旅游违法违规行为。
北京世园会将于 4 月 29 日至 10 月 7
日在北京延庆举行，
期间在部分轨道交通
接驳站点开通世园会旅游公交专线。会
上，本市相关各执法部门要求，各区要加
大对所属辖区接驳站点的执法检查和监
管力度，坚决打击非法“一日游”揽客行
为，具体点位包括朱辛庄地铁站、北安河
地铁站、西二旗地铁站、金安桥地铁站、天
通苑北地铁站、
六里桥东地铁站等。

昨天，见义勇为英雄孟恩辉追悼会在东郊殡仪馆举行，孟恩辉的亲友、同
事和普通市民等到现场送别这位勇救落水女孩的英雄。
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

航天课程丛书赠送丰台中小学
本报讯（记者 李瑶）昨天下午，
丰台区青少年航天基础课程丛书正
式发布，这套丛书首批将赠送丰台
区中小学，带领青少年们走进科技
课堂。
在第四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
际，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发祥地，丰台
区联合航天一院等单位广泛开展
“中
国航天日”
主题活动。
丛书主编、少年梦想系列卫星总
设计师龚万骢说，
丛书内容来源于东
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组织的两期中学
生科普小卫星研制课程，
也是对中学
生在“丰台少年号”和“丰台少年二

号”
科普小卫星研制实践的总结。
“编写这套青少年航天基础课程
丛书，
就是为了给致力于青少年航天
教育的学校、机构和不同学段热爱航
天的青少年进一步了解航天、学习航
天相关科技知识提供课程参考，
助力
青少年的航天梦想。
”龚万骢说。
丰台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未来，
丰台区将加强钱学森青少年航
天科学院、北京十二中钱学森学校等
基地建设，通过形式多样的特色活
动，让学生与航天更“亲近”，不断拓
展学生学科实践与探究空间，
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