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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15 家公园缓扫落叶供欣赏
金秋彩叶景观有望延长至 11 月下旬
居民参观游览。此次承诺缓扫
北京晨报讯 （首席记者 崔
红）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 15
落叶的公园包括园博园、妙峰
家公园、风景区昨天承诺，要缓 山、八大处、十渡拒马河乐园、南
扫落叶，留出一条“彩叶观景带” 海子等 15家公园，均位于西山
供市民欣赏。据悉，今年北京的 永定河文化带上。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以西山
金秋彩叶景观有望延长至 11
月下旬。这是记者昨天从西山 北南口附近的关沟为界，南抵房
永定河生态文化论坛暨“金秋彩 山拒马河谷，西至市界，东临北
京小平原。其行政区包括昌平、
叶季”发布会上获悉的。
据北京园林科学研究院总 海淀、石景山、丰台、门头沟和房
工程师赵世伟介绍，北京市已有 山六区的全部或部分，占据了北
彩叶树种约 50多种，光西山永 京市总面积的 17%。未来，西山
定河文化带上的彩叶树种就占 地区将升级建设生态型风景游
北京市彩叶树种的 75%左右， 憩林，在蔡家河周边、青龙湖周
秋天一到，满眼皆是层林尽染、 边、永定河周边、南苑森林湿地
公园周边等，形成总 27处万亩
万山红遍的西山生态景观。
市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透 风景林板块，并建设“京西南 “大西
露，目前北京各城区已有不同公 登峰探险”森林游憩环带、
园开始了“落叶缓扫”之举，帮助 山 -访古寻香”森林游憩环带
市民留住秋景。如海淀区的圆 和“京西北 -人文探险”森林游
明园遗址公园的“银杏大道”、丰 憩环带；同时还要建设绿道和步
台区的北宫国家森林公园行龙 道总长达到 3000公里，串联起
谷景区等国庆节期间吸引大量 近千处风景点。
■相关新闻

八达岭森林公园进入红叶最佳观赏期

受近几日北京持续降温的
影响，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
岭景区 5万余株黄栌、元宝枫等
彩叶树种大多已变色进入最佳
观赏期，红叶艳映古长城的金秋
美景甚为壮观，预计可持续到
10月底。
如由于气温低，温差大，八

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的红叶树长
势良好，色彩格外艳丽。同时，因
景区气温比市区低 3-5℃，因此
红叶变色时间在全市范围内最
早。公园目前正在举办丰富的森
林体验活动，10月 13日将免费
开展“2018爱绿一起自然笔记”
科普活动。

交管重拳整治涉牌违法
自即日起， 交管部门将在
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假牌套
牌假证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
动，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
各类涉牌涉证违法行为，严厉
打击机动车假牌、套牌以及使
用假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昨天早上，市交管局涉车队联
合朝阳支队在四惠桥周边开展
了专项整治行动（右图）。

现场：装可拆牌照扣 司机被记 12 分

虽然刚早 7点，但四惠桥
上就已车流涌动。在行动开始
后不久，民警就在四惠桥京通
快速路进京方向发现了一辆白
色本田雅阁轿车，从公交车道
飞驰而过，而此时正处社会车
辆禁行时段，该车如此肆无忌
惮的违法行为，引起了民警的
警惕。
民警在拦停这辆雅阁车
后，果然发现了蹊跷。经过检
查，该车的牌照扣存在可疑，属

于可拆卸的牌照扣。因为长期
反复拆装牌照，甚至扣子周围
都已被磨得有些掉了漆。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该司机因未按
规定安装号牌，被罚款 200元
记 12分，同时因占用专用车
道，被罚款 200元。
与此同时，另一路民警在
京通快速路辅路巡逻过程中，
在双桥路口发现一辆未悬挂号
牌的哈雷摩托车，民警跟随该
车在附近路口处将司机控制。

动物园社区启动违建拆除

行动：加强路面执法 联合开展行动

平房，小区空地上也有自盖违
昨天开始，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动 建，或用于自住、经营，或用于出
物园社区“老大难”的 350处 租。”经过数十年日积月累，小区
6000平方米违建启动拆除。这 违建导致动物园社区内外交通
些违建“隐蔽”在北京动物园最 拥挤，占压燃气管线，消防通道
北侧的栅栏旁，不易察觉，多是 阻塞，卫生环境脏乱，生活秩序
一层居民私自外接的小平房。 混乱。
昨天率先启动的是 3号楼、
动物园社区的 3号楼、4号
楼和 10号楼距离动物园最北 4号楼和 10号楼南侧及东西侧
侧只有一个栅栏之隔，在周围绿 共 39处违建的拆除，之后将分
植的“掩护”下，楼体和栅栏间 期分批整体拆除。拆除违建后，
“藏”了一大片违建平房。海淀区 动物园社区将开展绿化，改善居
北下关街道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民活动空间，增加小区的停车
者：“动物园社区建于上世纪 80 位、公共健身设施。预计明年开
年代末，多年来，小区的一层居 春后，动物园社区就会有焕然一
民肆意在楼房前后违法搭建小 新的面貌了。

交管部门表示，涉牌违法
行为人绝大多数为主观故意，
危害后果远大于一般违法行
为。司机通过涉牌违法，逃避交
通违法监控，驾驶车辆随意超
速、闯红灯、闯禁行、占用应急
车道和公交专用道、违反限行
规定等违法行为，严重影响正
常交通秩序，极易引发交通事
故。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分子以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海亮）

网站恶搞经典作品被查处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歧丰）

昨天，市文化执法总队通报了今
年第三季度本市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案件办理情况。市区两级
文化执法部门共计检查经营单
位 4732家次，某网站因恶搞经
典作品被查处，并严肃处理了一
批利用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
渠道传播低俗内容的行为。
深入开展网络文学专项整
治行动。查处了“某网站恶搞经
典作品《黄河大合唱》、提供含有
禁止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
案”，“某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侮辱
革命烈士内容的短视频、擅自从
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案”等典

型案例 10余件，严肃处理了一
批利用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
渠道传播低俗内容的行为。
市文化执法总队根据出版
社多起举报，开展了民办教育培
训机构专项整治行动。8月 14
日，市文化执法总队接到剑桥大
学出版社举报，称北京某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通过网站向公众提供《剑桥雅思
考试全真试题》下载服务。接到
举报后，总队高度重视，立即召
开专题会议部署，并开展核查工
作。查实后，市文化执法总队对
该单位做出罚款人民币 22.5万
元的行政处罚。

涉牌违法车辆为作案工具进行
不法活动，不但影响交通秩序
和安全，而且背后往往隐藏着
治安、刑事类违法犯罪，严重危
害公共安全，社会危害性极大。
因此，交管部门一直将涉牌违
法列为路面打击的重点。
据了解，交管部门在此次
专项行动中，还将重点通过加
强民警路面执法，加强静态排

经初步检查，民警未查询到车
辆的登记信息，初步分析该车
属于走私车。司机在现场因未
悬挂机动车号牌，先被处以记
12分 200元罚款，摩托车则需
根据鉴定结果，再对司机进一
步处理。
在随后的行动中，民警又
在传媒大学周边道路开展静
态检查，查获了 1辆套牌路虎
车和 1辆涉假牌的别克 GL8
汽车。
查执法，以及强化科技手段应
用等多项措施，进一步严厉打
击机动车假牌、套牌以及使用
假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
时积极与治安、刑侦等相关部
门加强协调配合联合开展行
动，从源头上加大对假牌假证
的打击力度。
北京晨报记者 黄晓宇 / 文
首席摄影记者 吴宁 / 摄

北京实名注册志愿者超 400 万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璐）

“弘扬志愿精神 助力 2022冬
奥”座谈会暨中国志愿服务联
合会第五期秘书长培训班 10
月 10日至 11日在京举行。据
悉，目前北京实名注册志愿者
突破 413.7万人，注册志愿团体
超过 6.1万个。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冬残
奥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配合
好、服务好 2022年冬奥会、残
奥会，已成为当前志愿服务工
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座谈会上，
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李健称，全
市实名注册志愿者突破 413.7
万人，注册志愿团体超过 6.1万
个。志愿服务领域不断拓展，除
大型活动和社区服务外，已经
延伸到无偿献血、城市管理、文
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
应急救援、助老助残、扶贫攻

坚、国际合作等领域。大型活动
志愿服务强化实名注册制度。
要求参与服务的志愿者必须
100%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
注册，重大活动志愿者确保 3
个 100%，即 100%注册志愿
者、100%党员或团员、100%大
型活动服务经历。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
秘书长付晓辉称，2018年至
2022年，《奥促会冬奥会北京
周期行动计划》将实施“五大工
程”共 19项工作，包括推进全
民健身体育文化工程、国际体
育文化交流工程、青少年奥林
匹克教育工程、体育文化产业
发展工程和“双奥”遗产规划传
承工程。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组织委员会秘书长韩
子荣称，目前已编制冬奥会

志愿者基础规划，并组织开
展北京冬奥组委驻会志愿者
招募，第一批选拔 22名青年
志愿者在冬奥组 委 13个 部
门开展志愿服务。将制定实
施志愿服务总体规划，统筹
好赛会志愿者、城市志愿者、
社会志愿者的工作布局。同
时吸引港澳台及海外侨胞志
愿者参与服务，做好志愿者
宣传和激励工作。
会议提出，通过继承和转
化大型活动志愿服务成果，推
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落
实冬奥会社会文明行动计划，
广泛开展礼让、环境、秩序、旅
游、禁烟等公共文明引导行动，
积极配合推动“快乐冰雪节”等
全民健身运动，营造“共同参
与、共同尽力、共同享有”浓厚
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