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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号线首设智能诊断系统
可对故障提前预警 本市多段地铁和车站同日开通

老字号元旦春节预订爆满

北京晨报讯（记者 曹晶瑞）

昨日，地铁 6号线西延（海淀五
路居—金安桥）、8号线三期（珠
市口—五福堂）、8号线四期（五
福堂—瀛海）及 8号线南锣鼓巷
至中国美术馆区间等轨道交通
新线开通试运营。地铁 6号线北
运河东、7号线垡头、8号线中国
美术馆、亦庄线亦庄火车站四座
车站随新线同步开通。值得一提
的是，6号线首设“智能诊断系
统”，可对故障提前预警，未来有
望视情况推广。
昨天，北京地铁线网迎来了
新成员，地铁 6号线、7号线、8号
线多段和车站开通。至此，北京市
轨道交通路网新增里程 28.6公
里，路网总里程达 636.8公里、车
站 391座，其中换乘站 59座。
北京地铁公司新闻发言人
贾鹏介绍，6号线西延开通后与
6号线一期、二期贯通运营。运
营初期，苹果园站暂缓开通，列
车通过不停车。贾鹏介绍，6号
线西延开通以后 6号线可达性
进一步增强，工作日客运量超
过 100万人次，同时会吸引一
部分 1号线客流，也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 1号线的客流压力。
8号线三四期运营里程 16
公里，王府井北站、王府井站、前
门站、中国美术馆站 -珠市口
站区间暂缓开通。北京晨报记
者了解到，8号线二期剩余段南
锣鼓巷站 -美术馆站区间、中
国美术馆站也在年底同步开通
投入使用。据了解，8号线是中
轴线沿线，北京中轴线正在申遗
过程中。8号线三四期工程充分
考虑了换乘和与周边商业建筑、
公共设施的结合。每站的装修
壁画都别具特色。
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第八
项目部副经理白炜介绍，6号线
西延引入了机电设备智能故障
诊断系统，主要对车站的自动
扶梯、站台门、风机三类设备进
行应用。
该系统通过大量的专用传
感器进行数据信息收集，通过
智能诊断器的大数据分析、对
比，实现对自动扶梯、站台门及
风机的常见故障进行预警、诊
断并提供故障原因。图为地铁 6
号线金安桥站站厅。
北京晨报记者 王巍 / 摄

颠覆传统 景泰蓝不姓“
蓝”
北京晨报讯 （首席记者 崔

景泰蓝的红酒塞、门钉样的
象棋子、榫卯结构的耳坠，漆雕
的木艺鼠标、剪纸样的 2019年
份牌……非遗技艺用在现代用
品上堪称惊艳。由市文委主办，
西城区非遗中心承办的“民间瑰
宝·魅力之都——
—2018北京非
物质文化遗产时尚创意设计大
赛”闭幕，多项获奖作品有望走
入市场。
今年的获奖作品中最出人
意料的是景泰蓝工艺的制作。我
们印象中的景泰蓝器皿都泛着
神秘的幽蓝光芒，器型呆板、颜
色单调，花纹又繁复。20多岁的
赵薇是北京服装学院主攻景泰
蓝研究的硕士生，她设计的《步
步清风》香薰瓶让专家大开眼
界：“这么漂亮，是彩色玻璃的
吧？“”不可能是景泰蓝的，怎么看
不见气泡呀？”人们围着这一组
香薰瓶啧啧称赞，又议论纷纷。
红）

香薰瓶采用蝴蝶展翅飞
舞的主题，蝴蝶有“蝶福”寓
意，整个瓶身的彩色抛弃了蓝
色的冷漠和沉重，用了非常明
艳的色彩搭配，因此一时间把
好多非遗爱好者给骗了。一位
老先生围着作品看了半天说：
“确实是景泰蓝的，上面的花
纹明显是金属掐丝焊上去的。
不过，这用色也太大胆了，而
且竟然解决了 600多年来都
解决不了的砂眼和黑斑点的
问题——
—这是景泰蓝最大的
瑕疵。”这位老先生抬头看着
年轻的赵薇问：“ 你是怎么让
砂眼消失的？”赵薇谦虚地说：
“拿放大镜还是可以看见的。”
事后，赵薇表示，这是他们的
研究成果，需要对外保密。
据主办方介绍，随着非遗技
艺进校园，很多专业院校对其制
作方式都有深入的研究，甚至是
对传统技艺的颠覆。

北京晨报讯（记者 陈琳）元
旦小长假刚刚开始，离春节还有
一个多月，京城各大老字号雅间
就几乎订满。各大老字号推出的
新年礼盒预订量也迅速攀升，节
日气氛渐浓。
北京晨报记者走访发现，同
和居月坛店、什刹海店元旦、春
节雅间已经预订九成以上，大厅
还有部分散座可预订，同和居日
坛店尚有雅间可预订。同春园饭
店小长假三天的雅间早早就预
订一空，大厅也预订八成以上。
春节还有部分雅座可接受 B时
段预订。惠丰饺子楼元旦雅间也
已经预订一空，大厅也基本预订

完毕，2月 2日、3日尚有部分雅
间可预订，春节雅间还有部分可
预订。华天二友居肉饼店尚有部
分雅间可预订。
虽然预订火爆，但老字号的
服务一点没落下，据了解，不少
餐厅推出了元旦特惠活动，惠丰
门钉肉饼店推出了含凉菜、热
菜、小吃品牌等的元旦套餐，且
预订可享 9折优惠。惠丰涮肉推
出了满一定金额赠送酒水的活
动。同和居日坛店、月坛店和什
刹海店推出了满一定金额赠送
台历，每月台历含一款特价菜的
活动。同春园则推出了专门针对
老顾客的满一定积分换购菜品

的积分换购活动。京城新便利店
同兴城也推出了多达数十种的
特惠蔬菜、水果。
不仅堂食预订火爆，各大老
字号新年礼盒内容丰富，一经推
出预订量就迅速攀升。同春园饭
店推出了从 200多元到 500多
元包含干烧黄鱼、带鱼、酱货等各
种“大菜”的半成品新年礼盒；同
和居月坛店则一口气推出了适合
三五口人食用的三款包含不同菜
品的成品套餐和从 400多元到
900多元三款不同的半成品套
餐。且线上线下同时开售，消费者
既可在店内，也可通过外卖平台
和口碑店铺进行购买。

朝外城管节前保障街面环境
场南侧、侨福广场、使馆区等重
北京晨报讯（记者 李傲）为
营造整洁的市容环境，确保广大 要点位重要场所通过入户教育、
市民度过一个欢乐的节日，朝外 座谈交流等方式，提前给商户打
执法队日前联动联勤、积极部 好“预防针”。在清理规范占道经
署，开展了一次辖区内街面环境 营、店外经营时以文明劝说为
主，针对多次劝说教育仍不积极
整治工作。
整治工作前，执法队员对朝 整改的商户，朝外执法队依托
阳门外大街、二环东侧路、东大 “街乡吹哨，部门报道”机制，联
桥路等主次干道以及工人体育 合多部门展开整治工作，坚决取

缔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等行为，
清除乱贴乱画、乱扯乱挂。本次
执法行动出动执法队员共计130
人次，车辆30辆次，规范“门前三
包”问题40起次，整治占道经营
现象18起次，整治店外经营现象
16起次，整治堆物堆料问题15
起，罚没小广告5000余张，规范
非机动车停放1000余辆。

首个残疾人冰上训练馆开建
北京晨报讯（记者 曹晶瑞）

昨日，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
赛训练馆建设项目开工，这也
标志着全国首个残疾人冰上项
目比赛训练专业场馆正式开始
建设。
市重大项目办介绍，国家残
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馆是北
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重
点工程之一，位于顺义区后沙峪
地区的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
理中心园区内，总占地面积

26901.6平方米，由残奥冰球比
赛训练馆、轮椅冰壶训练馆以及
综合楼三部分组成，综合楼包含
体能训练用房、科研及教育用
房、医疗及康复用房、餐厅、运动
员公寓等。
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
中心项目建设有关负责人表示，
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
馆建设项目将严格落实中国残
联和北京冬奥组委的各项工作
要求，打造成为具备绿色节能、

生态涵养、科技人文等特点的专
业场馆。
该项目建成后将为国家残
疾人冰上项目队积极备战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提供标准的场
地、先进的器材设备和完备的无
障碍、体能训练、科研医疗、康复
服务等综合保障服务。冬残奥会
后，该馆将加大赛后综合利用力
度，积极发挥功能辐射作用，为
社会和残疾人群体参与冰上运
动提供共享服务。

房山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萍）记
者昨天获悉，为打好蓝天保卫战，
减少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
房山区环保局结合辖区特点，加
强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监管工
作。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
686余人次，检查非道路移动机
械 749台，对排放超标的 256台
机械进行立案处罚，罚款 128万
元，处罚量全市各区排名第二。
据了解，非道路移动机械有
流动性强、工作周期短、工作时

■幸运晨告

间和场所无规律可循、使用范围
广且尾气排放严重超标等特点。
由于非道路移动机械老旧、油品
低劣，对环境污染较为严重。
记者了解到，房山区环保局
将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查作为今
年重点工作之一，联合各部门召
开非道路移动机械专项工作会，
企业签订环保达标承诺书，确保
在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达
标。建立健全各行业非道路移动
机械台账，对全区所有非道路移
体彩排列 ３、排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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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械逐一排查登记，每月按要
求对全区的挖掘机、推土机、装
载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汇
总，建立并完善动态管理台账。
同时对非道路移动机械排
放情况进行抽查检测，持续开展
重点区域抽查检测专项行动，确
保非道路移动机械达标排放。并
联合区交通局、区住建委等部
门，采取入户检查方式，对全区
建筑工地、物流园区等企业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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