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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号线延长时间至 0 时 10 分
8 月 3 日起每周五、日以及重大活动、节日返程高峰时段执行
北京晨报讯（记者 曹晶瑞）8月 3日起，
靠是保证运营安全的基础，而施工检修作业
每周五、日以及重大活动、节日返程高峰期 又是保证设备运行安全的根本。因轨道交通
间，地铁 4号线将再次延长运营时间。这是 线路不是按照 24小时运行而设计、建设，车
辆等设备的施工检修维护均在非运营时间进
北京晨报记者昨日从市交通委获悉的。
市交通委介绍，8月 3日起，每周五、日以 行，这对于次日全天的运营安全至关重要。施
北京电网负荷创历史新高
及重大活动、节日返程、突发应急运输保障期 工内容包括运营设备巡检、线路检查维修以
间，抵京客流量大，4号线上行列车（由北京南 及更新改造项目等。如 4号线每日停运后开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萍）高温
占比约 50%。
站开往安河桥北站）在原有延长运营时间 30 展轨道、信号、供电等专业施工约 50项，投入
分钟基础上，再延长 25分钟，共计运营时间 维护维修人员 200余人，其中进入正线的施
为了保证北京电网运行平稳和
直接催生电网负荷“爆表”。记者从
延长 55分钟，即从 23时 15分延长至次日 工约占全部施工的 70%。此次，为保障铁路客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获悉，受持续 居民正常生活用电，国网北京电力
00时 10分，下行列车运营时间不变。延长运 运枢纽旅客夜间交通接驳，轨道交通运营单
高温影响，昨天中午，北京地区电网 于 7月 31日早 8时启动电网大负
营期间，4号线上行方向加开 4列临客，运行 位深入挖潜，优化夜间运营设备设施检修及
最大负荷达到 2267.5万千瓦，突破 荷预警 III级应急响应，开启所有应
间隔 10分钟至 15分钟。
施工作业流程，最大限度压缩施工作业时间，
2017年电网最大负荷 2254万千 急指挥系统，北京电力两级调控人
市交通委表示，为保障铁路客运枢纽旅 从而实现 4号线运营时间的再次延长。
瓦，创历史新高。目前，北京电网整 员密切跟踪电网负荷走势，加强对
客夜间交通接驳，在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此外，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7月 30日
重载设备的运行监视，提前调整电
体运行平稳。
的基础上，经过慎重研判，将再次优化 4号线 起，北京公交集团已在北京南站地区采取常
国网北京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网运行方式。
夜间运营设备设施检修及施工作业流程，压 规公交增发夜间车次、夜班公交增发机动运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和北京气象
调度处处长刘辉介绍，从近几天
缩施工作业时间，完善客运组织方案。自 力和客流高峰期间开通高铁专线等举措，方
情况看，受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影 台预测，2018年夏季北京地区平均
2018年 8月 3日起，轨道交通 4号线再次延 便北京南站夜间抵京旅客换乘出行。其中，
响，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 气温比常年同期略偏高、高温日数
长运营时间。
客流高峰期间，公交将开行北京南站高铁专
自 7月 28日开始，北京电网负 偏多。经测算，若出现连续一周以上
市交通委介绍，北京市轨道交通每日承 线，开往方庄、劲松、双井、国贸、团结湖、亮
荷保持了持续攀升的势头，7月 高温高湿天气，北京地区最大负荷
载千万人次客流的出行，车辆等设备稳定可 马桥、三元桥方向。
31日 12时 26分，电网最大负荷 将达到 2600万千瓦，同比增幅约
达到 2267.5万千瓦，突破 2017 15.35%，北京本地电厂最大发电占
年电网最大负荷 2254万千瓦， 比约 30%，联络线外受电力占比约
增长率约为 0.6%，创北京电网 69.84%，其中空调降温负荷占比约
负荷历史新高。其中，降温负荷 54%。
关注菜篮子
走进新发地

农产品检测前移
大门口设快检窗口
夏荆山艺术展亮相国博
“夏荆山艺术展”日前在国家博物馆西大厅开幕。 夏荆山先生 1923 年生于山东潍坊，16 岁
即师从著名画家郭味蕖先生研习丹青，擅作花卉、人物与山水，佛像绘画尤显个人特色。 此次展
览是对夏荆山先生艺术生涯的一次全面展示，其中不乏四米高的巨幅书画作品。
北京晨报记者 王歧丰 / 文 首席摄影记者 李木易 / 摄

世园会同行广场将展各地景石
北京晨报讯（记者 吴婷婷）北京世园会
将建设同行广场，代表 31个省区市的山河风
貌的景石将在广场亮相。昨天，记者从 2019
北京世园会省区市展园展区建设中期工作会
获悉，预计下月中旬展石将陆续抵达园区。10
月，中国馆、生活体验馆、国际馆将交付展陈。
北京世园局总体规划部部长董辉介绍，
同行广场位于中华展园中心位置，具有游客
集散、景观展示等功能。31个省区市风貌的
景石有规定的大小，在广场以圆形的展陈方
式呈现。
北京世园局常务副局长周剑平介绍，同
行广场由抽象成黄河、长江的铺装样式和
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捐赠的代表各自
山河风貌的景石共同组成，寓意中华民族
同心同德，砥砺同行，共同前进。各省区市
将在 8月前提交展石展示基本文字资料，9
月中旬各省区市展石将运送至世园会园
区，会时游客将欣赏到全国各地各具特色
的展石文化。
他介绍，截至目前，中国馆、国际馆等核
心建筑已经实现结构封顶，进入外墙装修、机
电安装和二次结构阶段，园区配套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全面完成，管廊正在实施管线入廊

作业，园区道路基础垫层已经完成，园区道路
框架已成规模。此外，公共景观已经完成大部
分关键工程，天田山、妫■湖等核心景观区实
施完毕，园区种植已达 70%以上，进入养护管
理阶段，其他服务建筑和门区也已经开工建
设。兴延高速、世园大道、百康路、延农路等外
围配套设施建设正在按计划实施。
截至目前，已有 20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
参建单位入场施工。入场施工以来，青海、重
庆、北京、贵州、甘肃、山东、江西、安徽、浙江、
云南、香港完成土建工程水电的敷设；宁夏、
吉林、陕西完成园林绿化工程；河南、湖南、西
藏、河北完成园林景观工程；海南已经提交了
入场材料，将开始场地平整、围栏搭建等工
作，下一步将正式施工。
据介绍，省区市参展主要包括室外建园、
室内办展、参与论坛及活动、参与国际竞赛四
部分。届时，在为期 162天的会期期间，主办
方还将为参展省区市搭建“省区市日”活动平
台，各省区市可围绕本届世园会“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的主题，在 3天时间里为全球游客
带来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巡馆巡园、旅
游推介、经贸交流等活动，也可根据实际需求
组织开展特色文化活动。

北京晨报讯（记者 陈琳）作为
首都的“菜篮子”和“果盘子”，北京
新发地市场每天承担京城 80%的
农产品供应，如何保障农产品安全？
一直是北京市民关心的问题。昨天
北京晨报记者在新发地看到，新发
地对农产品检测方式进行了升级，
在 4个市场蔬菜大门旁设立了农产
品快检窗口，进场的商户可以直接
在门口进行样品检测。检测流程还
实现了电子化，减少了商户的等待
时间。
在新发地市场神农门入口，记
者看到，除了以往的货车通道，旁边
出现了一个小房间，这就是新发地
新设的农产品快检室。有几个商户
正站在窗口前，将最新抵达市场的
蔬菜送检。记者了解到，北京新发地
要求每一辆进入新发地市场的货车
都需要在入口处接受检查，“进场的
农产品车辆必须出示产地准出证和
产品检测证，检验合格的肉类和蔬
菜能够方便地进入市场交易。”而如
果不能提供“两证”，就要在市场内
进行农产品检测。
根据检测窗口外贴出的农产
品自助检测流程，商户需要扫码完
成信息的自助录入。“以前是手写
的三联单子。”商户陈先生已经不
是第一次前来送检了，不过他对快
检新方式颇为好奇，拿起手机对着
二维码扫描后，手机上出现一个小
程序，用手机号注册后，就建立了
自己的店铺，在添加检测信息时，
输入商品名称、商品数量、产地、车
牌号、摊位号和到货时间后点击确
认，就会生成一个二维码。他将二

维码放在扫码枪前扫描后，只听
“滴”的一声，送检信息就传到了检
测室的系统中。
工作人员介绍，每个样品大约
十几分钟就能出快检结果，但商户
无需在这里等候，通过手机就可以
获取电子版检测报告，并自行打印。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检测中心负
责人介绍，目前绝大部分水果已实
现在生产基地获得原产地证明和检
测报告，但许多蔬菜产地是分散的
小农户种植，没能力出具检测报告，
这部分农产品在抵达新发地后就要
接受检测。目前，新发地每天会有
1000份左右的样品需要检测。检测
窗口在上午 8点到下午 5点，以及
夜间 10点到次日凌晨 3点两个时
间段提供服务。
据了解，今年已经成立 30个年
头的新发地市场，已逐渐形成了一
套高标准的产地直供模式，并构建
了“实时检测，可追溯源，源头把控”
的三重食品安全控制体系。从新发
地市场出来最终走上百姓餐桌的每
一笔蔬果采购，都记录着货品来源、
产地、销售者、车牌号、电话号码等
具体信息。北京新发地市场总经理
张月琳表示，检测窗口前移后，新发
地此前的实验室也正在进行升级改
造，未来会引入一些大型仪器，可以
对不合格的商品进行进一步的检
测，可检测的品种也会更多。下一
步，还将继续推动检测关口前移到
产地，推动产地直接出具检测报告，
新发地通过实现网络化办公，和主
产地检测室对接合作，实现农产品
的实时追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