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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轴规划拟全球征设计方案
永外、大红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统一规划
北京晨报讯（记者 张璐）据市规划
国土委消息，即日起至 2月 22日，北京
—
南中轴地区概念性规划研究及永外——
大红门——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详细规划
拟面向全球征集设计方案。
征集公告称，为贯彻落实《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 2016年—2035年》，发挥好以
“两轴”统领完善城市空间和功能组织秩
序的作用，按照北京市委专题会议关于
努力将南中轴建设成为生态轴、文化轴
和发展轴的有关精神，结合非首都功能
疏解和新一版北京总体规划确定的地区
功能定位，打破行政区划束缚，将位于南
中轴的东城区永外地区、丰台区大红门
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地区进行整体
研究统一规划，重构南中轴地区的空间

秩序，整体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增强地区
发展活力，示范带动南城及南部地区发
展，市规划国土委、东城区政府和丰台区
政府共同组织北京南中轴地区概念性规
划研究及永外——
—大红门——
—南苑森林
湿地公园详细规划设计方案征集活动，
拟面向全球公开邀请具有类似规划设计
经验的规划设计机构前来申请应征，提
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规划设计范围方面，北京南中轴地
区概念性规划研究，研究范围北起南二
环，南至南五环，西起京开高速，东至成
寿 寺 路 凉 水 河 一 线 。 永 外——
—大 红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详细规划设
门——
计，总面积约 26平方公里。
在规划设计内容上，北京南中轴地

区概念性规划研究，即以北京中轴线为
整体研究背景，在对中轴线的历史现状
与未来发展进行分析解读、研判的基础
上，对本范围内的发展定位、空间结构、
功能分区等进行研究，提出地区规划发
展管控的原则性要求。
永外——
—大红门——
—南苑森林湿
地公园详细规划设计，即在南中轴地区
概念性规划研究的基础上，对永外地
区、大红门地区和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地
区的功能分区、空间结构、产业转型和
城市更新策略、交通组织方案、市政设
施规划进行详细规划设计，并对局部重
要节点的城市风貌、空间形态、建筑布
局、公共空间、建筑色彩、第五立面等进
行城市设计。

颐和园赏梅
昨天，颐和园举办了“
‘傲骨幽香’梅
花、腊梅迎春”文化展。 开幕式上，百余市
民抢先赏梅。 为捕捉梅花的倩影，七八十
岁的老观众捧着重重的相机流连往返。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崔红 / 文
首席摄影记者 吴宁 / 摄

新发地连续 18 年
表彰“文明经营户”
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各级
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紧
新年临近，北京新
紧围绕“守法是底线，
发地日前相继召开了
品牌是关键，文化是灵
2017年度工作总结和年
魂，发展靠奉献”的经
度文明经营户表彰大会，
营工作总基调，努力拓
一批有突出贡献的先进
展经营，繁荣稳定市
工作者和文明经营户走
场。广大经营户面对复
上主席台，领取了属于自
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和形
己的一份荣誉。对文明经
关注菜篮子
势，正视现实，迎难而
营商户给与认可和表彰，
上，在做大做强自身经
已经成为了新发地市场
走进新发地
营的同时，为市场的繁
的惯例，这已经是连续第
荣与稳定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市场持
18年召开表彰大会。
北京新发地董事长张玉玺告诉北 续发展的中流砥柱和重要支撑。
2017年，北京新发地也交出了一份
京晨报记者，新发地市场每年有三大重
要的会议：“春节联欢晚会、职工表彰大 漂亮的“成绩单”：市场交易量为 1618
会、文明经营户表彰大会”。这三大会议 万吨，总交易额为 816亿元。“正是大家
是企业的核心部分，不仅创造了企业文 的共同努力，新发地才能取得这样的成
化的氛围，拉近了企业领导与员工之间 绩，今天评选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
的距离，也是企业文化的具体体现。
者，是我们的标杆，是大家学习的榜
以文明经营为理念，做诚信为本的 样。”张月琳透露，2018年北京新发地的
企业一直是新发地市场的企业文化基 战略发展方向“提档升级、强化服务、严
础。在当天的“文明经营户”表彰大会上， 格管理、把控安全”。在加快市场“软硬
共有 12名“特殊贡献”文明经营户和 件”建设的同时，强化两个“安全”，为商
491名文明经营户受到表彰。受到重点 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更稳定的平台。“如
表彰的商户有几个共同点：一是业务做 今大家越来越重视品牌建设，提高自己
得大；二是多年来积极配合市场工作，在 的品牌价值，这点非常好，而打造一个
各方面具有带头作用；三是建基地、做宣 好的品牌除了要诚信，还要有内涵。我
传、打品牌。北京新发地总经理张月琳重 们应该在建设自己品牌的同时，打造属
点表扬了几位在文明诚信经营方面有突 于自己的企业文化，这样才能持久地发
出表现的商户，称赞他们与市场同呼吸、 展下去。”在这方面，市场也会继续加强
共命运，为保障首都人民的“菜篮子”和 “扶品牌”的工作，为商户提供品牌宣传
“果盘子”做着自己的贡献。
等方面服务，帮助大家打造自己的“知
张月琳表示，2017年以来，新发地 名”企业。
北 京 晨 报 讯 （记 者
陈琳）

初五迎返京高峰
北京晨报讯（记者 曹晶瑞）昨日，北京
晨报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2月 20日正月
初五至 3月 12日春运结束，其中，正月初
五本市将迎春运客流返京最高峰，公交、
地铁将视情况延长运营时间、增加班次。
据预测，返京阶段全市完成进出京客
运量近 2585万人次，日均约 104万人次，
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 2月 20日至 2月 24
日春节长假末期、3月 2日至 3月 5日即
正月十五后、3月 8日至 3月 12日即春运
最后一周。正月初五当天，北京将迎第一
个春运客流返京高峰。
返京阶段，为做好市民接续交通服务
保障工作，地面公交将重点做好北京站、
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的接续服务保障，增
加夜间开行线路，视客流情况及时采取增
加车次、延长运营时间以及多样化接续摆
渡车等措施，保证北京站至北京西站直达
专线车运力充足。
市交通委表示地铁 1号线、2号线、
4号线、7号线、9号线、10号线、14号
线和机场线等途经机场、火车站及主要
枢纽场站的线路将视客流情况及时加
开临客或者延长运营时间。出租车将重
点做好首都机场、南苑机场和北京站、
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的“保点”运输，还
将合理引导非“保点”车辆、网约车就近
参与保障。

玩
“
抓娃娃机” 小心假冒玩具
首都工商视点
随着春节假期临近，商场超市内的“抓
娃娃机” 又成了年轻人和儿童十分热衷消
费的一项娱乐。 日前， 根据商标权利人举
报，朝阳工商分局对辖区内多家经营“抓娃
娃机”的场所进行了检查。 结果在奥运村、
太阳宫地区的两家购物中心的“抓娃娃机”
内，就发现涉嫌侵犯“泡泡玛特”注册商标
的玩具 30 余个。

品，我们推断，由于该品牌玩具价值较高，
每个都在 100元以上，商家想通过这种品
牌玩具吸引消费者。”
侵权商家受罚 追溯商品来源

经检查，这两家购物中心内涉嫌侵权的
当事人主体属同一总公司，执法人员对所有
涉嫌侵权玩具做了暂扣处理，并将根据《商
标法》的相关规定，对侵权商家进行处罚，并
追溯侵权商品的来源。“现在不少年轻人和
儿童都热衷于‘抓娃娃机’，抓一次一两块
钱，许多消费者在好胜心的驱使下不断投
仿冒品牌玩具 材质做工粗糙
币，一次能花上百元，在此工商部门提醒广
大消费者要理性消费，抓到价值较高的玩具
北京晨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太阳 需查看商品标签及质量，如有疑问可向工商
宫附近一家购物中心，在电玩城一侧看到 部门进行咨询或申诉。”宋辉表示。
并排摆放了 10多台“抓娃娃机”，里面有上
此外，节前朝阳工商分局在全区范围
百个不同品牌的玩具。经过仔细检查，“泡 内开展打击商标侵权“溯源”专项行动。此
泡玛特”商标权利人发现了涉嫌侵权的冒 次专项行动以驰名商标、地理标志、涉外商
牌玩具 6个。
标和老字号商标为重点，有效开展同权利
据商标权利人介绍，这些涉嫌侵权的 人、行业协会、电商平台等相关各方的合
玩具从外观上看与正品有较明显差别，商 作，加大对商标侵权案件源头追溯力度，对
标字体与正品不同，而且玩具的材质、做工 商标侵权商品生产、销售、注册商标标识制
与正品相比较为粗糙，正品玩具售价在 造等环节开展全链条打击。截至目前共查
100元以上，而这种涉嫌侵权的玩具价格 获侵权汽车配件 1万余件、酒 1万余瓶，服
成本低廉。针对此次工商检查的结果，购物 装、鞋帽 2000余件。
中心负责人表示之前并不知情，会全力配
此次行动中工商执法人员联合商标权
合工商部门的工作。
利人，在三里屯开展检查 7次，查扣侵犯
随后，执法人员又在奥运村地区一家 LV、香奈尔、迪奥、华伦天奴等注册商标专
购物中心的多台“抓娃娃机”内，也发现了 用权的商品近 400件。仅 1月 30日工商执
涉嫌侵权“泡泡玛特”注册商标的玩具 29 法人员在三里屯地区开展检查，现场查获了
个，执法人员对涉嫌侵权的玩具做了暂扣 侵犯“LV”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42件，侵
处理。
犯“GIVENCHY”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8
工商朝阳分局左家庄工商所副所长宋 件，侵犯“CHRISTIANLOUBOUTIN”注
辉告诉记者：
“通过我们的检查，了解到‘抓 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7件，总案值 40余万
娃娃机’内大部分玩具是正品，但所有涉及 元。目前已对 3家商户立案调查。
‘泡泡玛特’注册商标的玩具都是侵权商
北京晨报记者 陈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