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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研究交通秩序综合管理工作
要把拆迁滞留区作为扩大交通停车供给重要方向

长假7天迎客721万 万余人次假日上岗
全区各单位部门检查各类企业5426家，查处非法运营28起、无照经营659起，非法小广告83起

本报讯 （记者 刘旭阳 史昕
玥）记者 10月 7日从东城区旅游委获
悉，国庆黄金周 7 天，区重点监控的
故宫博物院、雍和宫、地坛公园等 13
家景点，共接待游客 721 万人次。据
介绍，国庆长假期间，全区旅游市场
安全有序，旅游活动精彩纷呈。

高度重视 区领导带队查安全

为确保全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
国庆节期间，区委书记张家明、代区
长金晖等区领导分别带队，对全区重
点地区开展节日安全检查。

在前门大街，区领导检查了安全
力量布置、大人流控制及游客服务环

境情况；在鲜鱼口街，检查了餐饮商
户消防安全情况；在公安消防支队前
门鲜鱼口中队检查消防力量配备情
况，并要求消防部门加强前门、鲜鱼
口地区消防力量配置，微型消防车要
随时备勤，严格要求物业单位落实消
防安全责任，检查指导餐饮企业落实
消防安全措施。节日期间，区领导还
以“四不两直”形式，对南锣鼓巷、故
宫北门、东直门交通枢纽、北京站、王
府井等地进行了检查。

张家明强调，要高度重视，切实
抓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按照蔡奇书记关于“干部在岗、群众
过节”的要求，认真部署安排，确保落
实到位。要加强街道、社区值班值

守，布置好群防群治力量，让居民群
众度过一个祥和的节日。

精心策划 传统文化活动“吸睛”

据介绍，黄金周期间，区旅游委
精心策划和组织了丰富多样的旅游
活动。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升旗仪
式吸引 14.5 万名游客；前门快闪，在
央视新闻频道多位主播和歌手平安
的带领和感染下，共同唱响《我爱你
中国》，点燃了现场游客的热情；天
坛公园“京韵菊香”菊花展、中山公
园秋季兰花精品展等吸引众多游客
观赏……更有博物馆、美术馆、图书
馆等公共文化资源以及电影院、戏

剧场、商业综合体等休闲空间备受
青睐。

由东城区文联和西城区文联联
合主办的“影像北京·东西合璧”摄
影作品展在国庆期间免费对公众开
放。作为首次两区文联联合举办的
摄影展，本次展览征集活动自 4 月
份启动以来，众多摄影爱好者参与，
总计收到 4000 余幅应征作品，经过
初评和复评，最终展出 150 余位摄
影爱好者的 300 幅作品，其中东城
作品 148 幅。

多方协作 保障节日喜庆祥和

节日期间，假日办综合协调食

品卫生、环境整治、交通保障和安
全保卫等部门开展假日旅游保障
工作。在客流量较大的故宫北门、
南锣鼓巷、国子监街等地，安排旅
游志愿者为广大游客提供旅游咨
询服务。

截至 10月 7日，区重点监控的故
宫博物院、雍和宫、地坛公园等 13 家
景点，共接待游客 721 万人次。全区
各单位各部门为保障假期旅游安全
规范，共出动人员 12298 人次，车次
1698 台次，检查各类企业 5426 家，检
查导游 52人、旅游车辆 40辆；查处非
法运营 28 起，暂扣黑摩的 6 辆，查处
无照经营 659 起、非法小广告 83 起，
没收非法小广告1.54万张。

本报讯 10 月 5 日上午，区委书
记张家明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
究我区交通秩序综合管理、北京站
周边综合整治等工作。他要求，全
区上下要立足“四个中心”功能定
位，加强工作统筹，加强顶层设计，
加强综合治理，努力打造和谐交通
秩序。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金晖等
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区交通委、北京站
管 委 会 负 责 人 的 汇 报 ，并 进 行 了
讨论。

关于交通秩序综合管理问题，
张家明指出，一是工作方向上要把
拆迁滞留区作为扩大交通停车供给
的重要方向。针对全区拆迁滞留区
逐一进行研究，有条件的多建设停
车场和绿地，把历史包袱变成重要

资源后，变废为宝，为居民提供更多
的公共停车空间。二是工作手段上
要加强高科技手段的运用。通过加
装路侧停车位的电子收费高点视
频、违停智能抓拍设备等，解决人工
收费存在的各种弊端，通过严格执
法实现公平公正。三是在工作机制
上要立足共建共享。通过动员驻区
社会单位，把资源参与到地区共建

共享上来，为辖区提供更多的停车
场所，着力改善胡同停车秩序。四
是在工作措施上要加大硬件建设力
度。通过打通断头路、加大次支路
建设等措施，推进交通秩序管理工
作。五是在工作策略上要重点突
破。抓住重点区域，如北京站、南北
池子、南北河沿、王府井等，加大综
合整治力度，力争取得突破。

关于北京站周边综合整治问
题，张家明指出，一是在治标上要加
大工作力度，通过加装探头，联合执
法，开展环境秩序的综合整治，持续
治理地区乱点乱象。二是在治本
上，通过聘请第三方专业团队，对北
京站地区交通规划进行整体研究，
谋划从根本上解决北京站周边秩序
问题的思路和举措。

周末相声俱乐部国庆期间连演5场
原创作品超八成；15年来低票价演出760余场，演出相声段子近千余段，吸引观众30余万

本报讯（记者 史昕玥）10月3日
至7日,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以下简称
俱乐部）15周年暨改革开放40年惠民
演出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风尚剧场成
功上演。5场活动分别以“不忘初心”

“中流砥柱”“名师高徒”“名家名段”“群
星璀璨”为主题，精选近40段相声作品
回馈观众，其中原创作品超过80%。

特为本次庆祝活动新创编的《新
时代新生活》《民族英雄民族魂》《辉煌
成就耀中国》等作品也陆续登场，为首
都市民的节日生活送去欢歌笑语。

15年坚持低票价演出760余场

据了解，俱乐部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 3 日，是全国首家相声俱乐部。
由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相声表
演艺术家李金斗先生任俱乐部荣誉
主席。

15 年里，俱乐部以文化馆为阵
地，将北京老中青三代专业相声艺术
工作者汇聚于此，以“给老百姓演出、
为老百姓创作、让老百姓满意”为服
务方向和工作准则。此外，俱乐部始
终坚持 20 元低价，让老百姓最大限
度地享受好的文化服务。

据了解，东城区第一文化馆为俱
乐部免费提供演出场地，把“相声回
归剧场”做到了实处。

截至今年 9月 22日，俱乐部已演
出 762 场，演出相声段子近千余段，

其中新创作的段子达 300 段之多，吸
引观众 30 余万人。登台献艺的演员
也涵盖了全国各地以及台湾的相声
演员 400 多人，其中不少都是知名艺
术家、老艺术家。

区领导与俱乐部艺术家座谈

俱乐部成立 15 周年前夕，区委
书记张家明专程来到东城区第一文
化馆调研，听取了俱乐部发展情况汇
报。张家明对俱乐部成立 15 年来秉
持“给老百姓演出、为老百姓创作、让
老百姓满意”的理念，坚持以惠民票
价为首都人民奉献精彩相声演出表
示感谢。

他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
地支持艺术家创作表演，并要求区文
化委支持原创曲艺，进一步向民众传
播正能量，鼓励出台扶植原创作品的
政策，使文化资源和文化元素活起
来、动起来、亮起来。

制度设计和人才培养两不误

据了解，自开办之日起，俱乐部
演出的 60%至 70%的节目都是新节
目，而这源于俱乐部长久以来的一条
规定——上台的节目在半年内不得
重复。这种制度保证了节目质量，演
员们不仅要演好，还必须时时努力拿
出新作品来。

此外，俱乐部还举办相声创作讲
习班，邀请廉春明、王金宝、李立山、
常宝华、崔琦等名家授课；成立《相声
创作沙龙》，坚持每周活动一次，目前
已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相声作品600
余篇。青年演员在“华翔杯”全国相
声、小品邀请赛及北京相声、小品大
赛上的获奖作品也都是在俱乐部的
舞台上经过多次演练，反复推敲并最
终通过观众认可而成形的。

俱乐部现任主席宋德全说：“即
使是自己的作品，在接收到观众的

‘信号’后，才能有更到位的把握。观
众是最好的考官。而文化馆文化氛
围浓郁，人气旺盛，观众稳定，这也是
发展相声事业的基本保证。”

每天116名执法力量坚守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 通讯

员 刘满清）“十一”期间，东城城管
以天安门、长安街沿线、前门大街、王
府井、北京站、故宫、景山等重要区域
为保障重点，采取全天候实名制盯守
方案，全面查处影响街面环境秩序的
违法行为。

同时，根据违法行为高发的特
点和时段，合理调配倾斜勤务力量，
每天 116 名执法力量在核心区保障
备勤。

此外，针对市气象部门预报，10
月6日有4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

右，东城城管迅速启动大风天气应急
预案，结合辖区情况迅速展开执法工
作，加强对户外广告等的巡查监控。

据统计，10 月 1 日至 6 日，东城
城管共出动执法人员 1307 人次，执
法车辆 539 车次；查处无照经营 605
起；查处店外经营 157 起；查处非法
小广告 74 起，掏清小广告窝点 1 处，
没收 11600 余张；查处非法运营 25
起,暂扣黑摩的 5 辆；查处违规户外
广告牌匾 35 起；检查“门前三包”责
任单位 1362 家次，规范 232 起；劝离
流浪乞讨 17 人。

执法队员协同城管志愿者在王府井南口和步行街开展城市文明加油站活动，服务游客和市民，宣传城管法规。通讯员 刘满清 摄

■ 节日保障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国庆黄
金周期间，北京站每天的客流量都达
到 20 多万人次，为此，北京站派出所
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由于进出京旅客激增，北京站派
出所打击办案队增强了对黑车、黑摩
的以及车站的扒窃、诈骗人员的管控
力度。在原来两台巡逻车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一台巡逻车，同时加强了整

个北京站地区的巡逻防范，平均每位
民警每天要回答数百名旅客的各类
咨询。

节日期间，北京站前两座过街天
桥成为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北京站
派出所民警加强了对天桥及周边地
区的人流疏导。整个黄金周，在北京
站派出所 1.96 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民
警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视频巡控。

北京站民警24小时视频巡控

城管

公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