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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食药监局排查全市餐饮企业
包括餐具消毒情况等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吴婷婷）

昨天，针对“海底捞”经营场所卫
生条件存在问题等违规行为，市
食药监局再度约谈“海底捞”北京
公司，已对劲松店、太阳宫店进行
立案调查，并对四川海底捞餐饮
股份管理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地区
的一家中央厨房和 26家门店开
展全面检查。
市食药监局表示，本次对“海
底捞”全面检查发现的问题包括
消毒记录不全、餐饮具混放、未戴
工作帽及口罩等。市食药监局要
求“海底捞”总部全面进行限期整
改。市食药监局将上述检查发现
问题的门店记入北京市企业信用
信息平台，并在第二年度餐饮服
务单位量化分级中实施减分降
级。同时，要求“海底捞”总部按照
承诺对北京各门店实现后厨公
开、信息化、可视化，限期一个月

重点对象为连锁企业、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完成，同时北京地区负责人能够
主动对各门店进行随时检查。
针对“海底捞”出现的问题，
市食药监局已启动为期两周的针
对全市餐饮服务单位开展的专项
检查，重点检查以往被发现问题
和立案查处的企业，防止反弹。检
查范围包括对辖区内餐饮服务单
位的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排查，排
查重点对象为餐饮连锁企业、中
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检查内容包括门店许可情
况、餐具消毒情况、洗碗机卫生状
态和清洗情况、病媒生物防治情
况、清洁工具间设置和使用情况。
其中，具体要求包括餐具消毒情
况，检查已清洗消毒餐具和工用
具的卫生状况，是否有食物残渣、
油渍等。使用洗碗机进行餐具消
毒的，首先检查洗碗机的卫生状
态，是否存在内部脏乱和清洗不

彻底等情况。同时重点检查餐具
消毒过程中去残渣、清洗、消毒等
操作是否按要求进行。检查粗加
工间、操作间、库房等后厨操作区
域内有无鼠迹、苍蝇、蟑螂等病媒
生物存在，同时检查各门店防鼠、
防蝇和灭蟑设施配备情况。
食药监部门将多轮次、交互
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和飞行检查，
详细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并推进
辖区内餐饮服务单位实现后厨可
视化，通过信息技术实时动态监
管。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应当坚决予以立案，依法严厉查
处，有效防控食品风险。
北京晨报记者从连锁经营协
会获悉，北京市连锁经营协会等
行业组织将组织餐饮企业进行自
查和互查，每季度向社会公开互
查结果，并制定计划对餐饮业全
员进行多轮次培训。

竞速无人机速度堪比高铁
“我们的无人机使用防弹纤维，一般撞击不会损坏”

关注世界机器人大会

昨天，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
无人机公开赛总决赛在亦创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上图），通过几
轮预赛后，8位选手进入决赛，最
终深圳选手李坤煌以 1分 31秒
的成绩获得冠军。同时举行的格
斗机器人大赛，也吸引了很多观
众，决赛将在今天上午举行。
比赛中最小的机手仅 9 岁

无人机竞速被喻为“空中的
F1”，本次公开赛是首个国家级
别的无人机竞速赛事。公开赛在
室内举行，赛道全场 320米，设
有各种类型的障碍物，无人机手
通过 FPV（第一视角）的镜头操
控无人机，按照赛道路径飞行，
躲避障碍，一轮比赛中，选手操
控无人机飞行五圈，速度最快即
为冠军。
获得第四名的 14岁小机手
李龙飞告诉北京晨报记者，无人
机项目很受年轻人欢迎，一同比
赛的选手许多都是青少年，比赛
中最小的机手仅 9岁。“我是从

小就喜欢航模，后来就开始玩固
定翼的，今年开始玩这种多旋翼
参加竞速赛。”李龙飞介绍说，
800克以下的无人机最快时速可
达 289千米，速度堪比高铁。另
一位参赛选手葛龙生告诉记者，
选手使用的无人机都是国际顶
级水平，
“我们的无人机使用凯夫
拉防弹纤维，一般的撞击都不会
损坏”。
机器人“肉搏”引观众围观

“哇！爸爸快看，是孙悟空！”
在格斗机器人大赛的技术挑战赛
上，一只孙悟空形象的机器人引
起观众注意，只见他“走”到赛场
中央，表演用双手举起障碍物，还
拔出剑戳倒场边的障碍物，连贯
的动作博得阵阵掌声。来自重庆
文理学院机械电子专业的古兴红
是“美猴王”机器人的发明者，“我
从小就喜欢机器人，平时也不打
游戏，就喜欢研究机器人”。
据了解，格斗机器人大赛也
是世界机器人大赛中的一项重

要赛事，大赛邀请了来自清华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湖南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
和几十所中小学，累计 300多支
队伍、1500余位选手参赛。大赛
包括机器人武术擂台赛、陆空协
同机器人反恐赛和仿人机器人接
力赛 3个项目。
最受观众欢迎的是武术擂台
赛，各队自主搭建的机器人在擂
台上一决高下，是机器之间的“肉
搏”。记者在“无差别 2V2”半决
赛比赛现场看到，场地旁围满了
热情洋溢的观众。参赛的两支队
伍各派出两个机器人上场，比赛
时长为两分钟，机器人若将对手
“挤”出擂台可得一分，机器人自
己掉下擂台后，若自主用手臂撑
起身体“爬”上擂台，也可得一分。
据悉，此次格斗机器人大赛
的几项武术擂台赛决赛都将在
27日上午举行，观众可前往亦创
国际会展中心的 B馆四层观看。
北京晨报记者 杨亦静 / 文
李木易 / 摄

21 条公交线路下周四优化调整
北京晨报讯 （记者 曹晶
站为花石匠小区东至通州赵
瑞）昨日，
记者从市公交集团获 登禹大街，将方便花石匠小
悉，8月 31日，也就是星期四 区、玉桥南里、梨园东里等小
首车起，本市 21条公交线路将 区居民出行，接驳地铁八通
进行优化调整。其中，新开线路 线、6号线；新开 X108路首末
4条、调整线路 9条、撤销线路 站为龙熙庄园至地铁天宫院
6条、调整运营时间线路 2条。 站，改线将增加庞各庄地区 3.5
另有 6条线路增设中途站位， 公里道路地面公交线网覆盖，
方便富力丹麦小镇、龙景湾、
方便沿线市民公交出行。
市公交集团介绍，新开线 富力华庭苑等新建居民小区
路中，包括 417路，首末站为 乘客出行，接驳地铁大兴线。
另外，还将调整专 102
英才南三街东口至生命科学
园西站，横向连接未来科技城 路、439路、457路、309路、
和生命科学园两大产业园区， 133路、813路、848路、914
将成为北清路东段骨干线路； 路，调整 823路并更改路号
新开 533路，首末站为英才南 为 T108路。撤销线路 426
三街东口至地铁天通苑北站， 路、专 119路、443路、661
该线开通可增加蓬莱苑南街 路、专 3路及专 61路等。
等 2.3公里道路地面公交线网
市公交集团表示，建议市
覆盖，丰富未来科技城南区地 民及时关注此次线路优化调
面公交线路走向，方便鲁疃嘉 整方案，合理调整日常出行方
园南区、柏林在线等小区居民 案，并可通过公交集团官方网
出行，接驳地铁 5号线。
站、微博、微信及 96166客服
同时，新开 T107路，首末 热线获取更多线路详情。
昨日起可乘专线公交游青龙峡
龙峡，全程高速。东直门外上
北京晨报讯 （记者 曹晶
车站为 942路公交车站。东
瑞） 昨天起至 10月 31日期
间，本市将开通市区往返雁栖 直门外每日 8时 30分发车，
湖、青龙峡的节假日专线，这 青龙峡每日 16时发车。单一
是北京晨报记者从市公交集 票价 30元，持 IC卡及各类
免票证件乘车无效。
团获悉的。
此外，市公交集团表示，
市公交集团表示，为了方
便市民近郊秋游的多样化出 专线将使用旅游版公交车，以
行需求，8月 26日至 10月 便为乘客提供快捷、舒适的多
31日期间，将开通市区往返 样化公交服务。乘客可以通过
雁栖湖、青龙峡的节假日专 定制公交平台或“定制公交”
线。青龙峡节假日专线由东直 手机 APP的“节假日专线”板
门外途经雁栖湖景区，终至青 块预订车票。
3 条快速直达专线月底接驳地铁
8月 30日起新开快速直
北京晨报讯 （记者 曹晶
达专线 43路，首末站为皮村
瑞）昨日，市公交集团发布消
息称，本月底本市将陆续新开 西口至地铁通州北关站，将方
1条、延长 2条快速直达专 便皮村、尹各庄、富豪村等居
线，接驳地铁，方便沿线市民 住区快速接驳地铁 6号线；8
高峰通勤出行。另外，8月 28 月 31日起延长快速直达专
日起，配合羊坊店施工采取绕 线 33路：线路由此前富力又
行措施的 6条线路全部恢复 一城至地铁焦化厂站延长为
豆各庄公交场站至地铁焦化
原线行驶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此 厂，双向增设豆各庄公交场
次新开、延长线路分别为：8 站、朝丰家园南站，方便豆各
月 28日起延长快速直达专 庄居住区接驳地铁 7号线。
线 105路：线路由此前的皮
另外，北京晨报记者从市
村西口至地铁草房站延长为 公交集团获悉，8月 28日起，
东窑村至地铁草房站，双向增 配合羊坊店施工采取绕行措
设东窑村、东窑村口、幸福家 施的 21路、40路、414路、特
园、皮村路口北，方便东窑村 18路、夜 5路、夜 8路共 6条
居住区接驳地铁 6号线。
线路将全部恢复原线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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