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2020 年
春运自 1月 10日起至 2月 18日止，共
计40天。近日，北京站迎来了春运客
流量高峰。为此，北京站地区管委会
与派出所、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联
动，采取增派出租车运力、启动春运
动态信息共享机制、预留网约车专用
停车位、增设自助售票取票机等多种
措施，全力做好春运服务保障工作。

增设出租车候车廊道
网约车有专用车位

据北京站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针对往年春运期间旅客排队
等候出租车的队伍横跨广场，形成交
叉拥堵、阻隔客流疏散秩序的问题，

今年，北京站地区管委会在出租调度
站增建了排队候车廊道，该候车廊道
可同时容纳 250 至 300 人，既解决了
排队候车拥堵问题，也给乘客提供了
更加舒适的候车环境。该负责人表
示，在站区出站口设有指示牌，旅客
出站后按照指示牌即可很快找到出
租调度站排队候车廊道。

今年春运期间，北京站广场西侧
停车场还预留了 12 个网约车专用停
车位，春运期间每日23时30分至次日
5 时 30 分免费停车，其他时段收费。
位于北京站第二落客区共有6个网约
车停车位，全天24小时免费开放。

北京站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北京站地区禁止路侧停车，并且
有较多的交通违法摄像头，因此网约

车无处停车，导致许多网约车司机不
接北京站的客单。网约车专用停车位
的设置可解决有网约车需求的旅客。”

此外，北京站地区启动了春运动
态信息共享机制，通过手机报、微信
群等方式使春运各相关单位及时掌
握列车晚点、旅客流量、运力需求、秩
序保障等各方面信息，便于及时沟
通、及时处理。

增设自助取售票机
出租车投入90%运力

记者从北京站地区管委会获悉，
据预测，春运期间北京站发送旅客量
达 414.7 万人，进京旅客量达 419.7 万
人。为全面保障春运期间旅客出行安

全，市区多部门联手采取相应措施。
市交通委东城运输管理分局协

调铁路、地铁、公交等单位根据站区
实际调配运力，与骨干出租车企业签
订“运力保障任务书”，要求辖区32家
出租车企业保证不少于90%的运力投
入到北京站地区运营；地铁北京站广
场入口增设 6 台自助售票取票机，便
于广大旅客减少购票取票排队时间。

市交通执法一大队设立春运指
挥部，每天 6时至 24时在站区设置执
勤岗位，加大对黑车、违章运营出租
车的查处力度；东单交通大队加大对
违法停车等问题的查处力度，确保站
区交通顺畅。

此外，北京站派出所自去年 12
月起开展了“百日会战”整治行动，清

理站区秩序，对揽客、无照游商、残摩
三轮非法运营等各类违法现象进行整
治；铁路公安加强对广场、站内治安秩
序的清理整治，并开展了打击倒票、扰
序等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建国门工
商所、建国门食药监所积极开展北京站
地区市场秩序、食品药品安全检查。

由于近来总有乘客出
站时从票贩手中买到不足额地铁票，
北京站管委会提示乘客，请从正规渠
道购买地铁票，切勿相信票贩，票贩售
卖的5元地铁票实际只能当3元用，出
站时还需补票。北京地铁（不包括机
场线）实际收费标准是：3元为起步价，
按公里数计价，最高票价不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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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站迎春运增设出租车候车廊道
多部门联动应对高峰，为网约车设全天候专用车位，增设自助售票取票机

春运首日公安城管联手查无证商贩 永外“春运爱心驿站”温暖返乡人

区市场监管局加强电动自行车销售环节监管，已对4户涉嫌违规
销售经营主体进行立案查处

消费者买电动车
可在销售点扫码识车

法院节前为劳动者集中发放工资款
26起涉民生案件申请执行人集中领到31万余元工资

龙潭西湖公园闭园一年半

春节临近 家政紧俏

1月6日

1月11日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近日，记者从区园林绿化局获悉，龙潭西湖调蓄工
程已于1月6日开工。为配合工程项目，龙潭西湖公园于1月6日正式闭园，闭
园时间持续至2021年6月30日。

据介绍，龙潭西湖调蓄工程将在龙潭西湖公园北侧采用假山全覆盖形式，
新建地上附属用房约 270平方米，在湖底新建调蓄总容积 9万立方米，有效容
积6.2万立方米的蓄水池。同时，新建调蓄池进出水管线及排风机房等设备设
施，改善龙潭湖区域溢流污水污染湖泊水体的问题。

该工程由市水务局委派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1月
6日，施工人员开始湖水抽水工作，预计今年9月完成附属用房建设、调蓄池设
备安装、调蓄池覆土回填及防渗层施工等工作。龙潭西湖公园全部景观恢复
工作计划于2021年6月完成。

1月11日，20余名刚刚到京的家政服务员在北京和平家政中心遭到闻讯
而来的客户的“围抢”。现场，前来找家政服务员的市民比服务员还要多。春
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许多在京务工的家政服务员回家过年，造成家政市场服
务员缺口很大。和平家政中心积极联系山西、山东、河北等地的妇联、就业局
等部门，在春节前为北京输送一批家政服务员，缓解北京家政市场的用工荒。
据了解，春节期间家政服务员工资每天200元起。 记者 张传东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1 月 10 日上午，2020 年春运启动，永外街道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设立的
“春运爱心驿站”为提早启程回家的人们送去温暖。

虽然离过节还有十多天，但候车大厅内外已是人头攒动，身着志愿马甲的志愿者、文明引导员和
医护工作者遍布各处，做好了各项服务准备工作。“哎哟，真是越忙越乱。”一位乘客刚进门就把东西散
落了一地，“您别着急，我们来帮您！”身穿蓝马甲的两位志愿者拿着一个大大的环保袋跑过来，边招呼
过往乘客不要踩到地上的东西边往环保袋里面装捡。“阿姨，您别着急，驿站这边有绳子、胶带，我们帮
您重新打包，保证不会耽误上车！”

永外街道工委副书记崔位阳介绍，每年春运街道都会到长途汽车站开展志愿者服务，除了以往的候
车引导、医疗救助、提供热水等，今年我们还结合以往经验，特意选拔了一些小伙子组建了“贴心一路行动
派”服务队，主要协助办理购票手续、打包搬运行李等服务。据悉，永外“春运爱心驿站”志愿服务将持续
到1月20日，来自机关、社区、学社衔接团支部等的83名志愿者将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提供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1 月 8
日，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内销售电动
自行车的商户开展实地检查和宣传
引导活动。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
条例》及新国标施行起，执法人员共
对 4 户涉嫌销售不合格电动自行车
及其配件的经营主体进行立案查处。

当天上午，执法人员对和平里地
区的两家销售电动自行车的商户开
展现场检查。经查，两家商户均能按
照相关规定依法合规开展经营，现场
未发现《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
录》之外的电动自行车。

记者看到，店内张贴有区市场监
管局为辖区所有销售电动自行车商

户制作的“产品目录二维码”，只要扫
描该二维码，即可在线查看最新的

《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
执法人员介绍，自 2019 年新条

例和新国标开始施行后，市场监管局
将北京市发布的电动自行车目录进
行统一整理，制作成为二维码，在辖
区内所有电动自行车销售点内张贴，
便于消费者购买前扫码查看。

本次共抽检电动自行车 2 辆、电
动自行车蓄电池 2组，电动自行车充
电器 2 组。执法人员将持续关注本
次抽检结果，对经监督抽查依法认定
的不合格产品，将及时公示、立案查
处。执法人员现场向商户制发了行

政提示书，要求商户依法合规经营。
据区市场监管局产品科科长魏

征介绍，2019 年是新条例和新国标
实施的第一年。区市场监管局共组
织开展电动自行车及其配件专项抽
检 5次，抽取电动自行车及其配件合
计 28 组进行检测，收到检测结果 28
组，对 4户涉嫌销售不合格电动自行
车及其配件的经营主体进行了立案
查处，目前已结案2起，剩余2起正在
查办中。

接下来，区市场监管局将进一步
加大宣传引导和执法检查力度，切实
做好电动自行车销售环节监管工作，
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1 月 10
日上午，在东城法院南区大法庭里，
法官向 26 起涉民生案件的申请执行
人集中发还工资共 31 万余元。据
悉，今年是东城法院连续第八年集中
开展涉民生案件执行活动。

2019 年，东城法院共执行劳动
争议案件 1337 件，执行到位标的达
2335 万元，众多劳动者通过法院执
行拿到了自己的血汗钱。

据东城法院执行局局长刘晶介
绍，经过调研，东城法院发现涉劳动
争议执行案件存在以下特点：一是群

发性明显，矛盾比较集中；二是被执
行人一般为中小企业，多数名下无登
记的财产；三是很多被执行人注册地
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符，公司所有的
财产权属不明；四是大量案件存在法
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不一致的情
况；五是因市场退出机制不畅，难以
推进公司正常清算破产。

对此，东城法院采取有效措施，
努力提高此类案件执行效果。一是
专案专办，优先办理；二是增加查控
财产力度，适时采取搜查等手段，甄
别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引导权利

人追加相关责任人为被执行人；三
是实地调查成为惯例和常规，核实
公司经营地址和财产储存地址，形
成多方协助执行的态势；四是依法
限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
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高消
费。同时，遵照“善意执行”原则，审
核单次解除限制高消费的申请，对
符合规定情形的予以单次解除；五
是依法推进“执转破”工作，一方面
畅通公司破产通道，另一方面引入
第三方融资重组，盘活有价值的公
司财产。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 通讯员 刘满清）1 月 10 日上午，春运正式开始，北京站公安、城管等部
门联手开展整治无照经营行动。据了解，春运40天内，城管执法局将多举措应对旅客高峰，24小时保
障站内环境秩序，为旅客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出行环境。

当天上午，记者在北京站广场东侧看到，由北京站铁路公安和城管执法队员搭建的临时宣传站前，围
满了出行旅客。展台上摆放着城管往日查获的伪劣充电宝、耳机、数据线、“名烟”等物品。执法人员现场
拆解伪劣充电宝，为旅客讲解其存在的安全隐患。展台旁还立有宣传展牌，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假冒产品。

一位过往旅客听完讲解后，对执法人员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干了一件大好事，提醒广大市民和过
往旅客朋友不要购买这种假冒伪劣产品。如果贪图便宜买了，后面出了问题想维权都找不到地方。”

记者从区城管执法局建国门街道执法二队了解到，此次春运40天内，针对无照游商，执法人员将采取
队员定点盯守和不间断巡查的方法，设置全天盯守岗位，并在夜间执法力量薄弱时，安排专人利用视频监
控进行巡查，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联合站区铁路公安、属地派出所、管委会等各部门进行动态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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