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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
社区

02 地铁16号线农大南路站本月启用
民生

1390个停车位
启动电子收费

近日，记者从京港地铁了解到，地铁 16
号线农大南路站的屏蔽门开关门试验即将完
成，
该站将在本月投入使用。
农大南路站位于海淀区农大南路与圆明

记者从海淀区交通委了解

园西路交会处，处于 16 号线西苑站与马连洼

到，11 月 30 日之前，海淀区 10

站之间。该站开通后，将会为农大师生及附

条道路的 1390 个路侧停车位

近居民的出行提供极大的方便。
地铁 16 号线北起北清路北安河，南至

开始实施电子收费。
实施电子收费以后，系统

宛平城，穿越海淀区、西城区、丰台区的 16

将依靠科技手段来管理路侧停

号线，全长约 50 公里，全部为地下线，共设

车，收费系统能够记录停放车

车站 29 座。线路采取分段开通的方式，去

辆的入位时间、驶离时间、停车

年年底已率先开通北段 10 站，北段 10 座车

时长、车牌号等相关信息，并传

站的所有屏蔽门均已进行过测试并且验收

回到后方信息平台。车主的停

合格，但因农大南路站未与其他 9 座车站同

车时间和停车费的计算都将由

时开通，列车通过该站不停车，屏蔽门一直

后台计算机进行计算。现场，

处于闭锁状态。为确保屏蔽门系统的正常

只需要收费管理员引导车辆停

运转，近期，京港地铁利用每天夜间运营结

16 号 线 地 铁 在 2012 年 获 得 发 改 委 批

在摄像头取景范围之内，设备

束后与第二天首班车前的 4 个小时，对该站

复 ，2013 年 陆 续 开 工 。 据 了 解 ，每 一 次 新

就会对车辆进行计时。在缴费

的屏蔽门再次进行 5000 次的开关门测试。

站启用前，都需要对屏蔽门系统进行全面

大考。此次试验完成后，意味着 16 号线农
大南路站马上就要投入使用了。
文/记者 张阿慧

时，提供手持终端完成停车缴
费，终端支持支付宝、微信、一
卡通、ETC、银行卡五种支付方

每天都有 10 种
“当家菜”平价供应

式。如果车主安装了北京交通
APP，自行登录后可以通过绑
定车牌进行停车付费，APP 支
持支付宝和微信两种支付方
式。既节约了停车收费员登记
的时间，也为车主节省了付费
的时间。
这 10 条道路为上地四街、
上 地 五 街 、上 地 六 街 、上 地 八
街、上地西路、中关村东路、万
寿寺路、羊坊店路、魏公村路、
大钟寺东路。记者获悉，所有

为了让辖区居民冬天也能吃上物美价廉

日菜价，各网点保障每天不少于 10 种基础菜

业将发挥主渠道作用，
同时也鼓励电商生鲜配

的蔬菜，11 月 23 日，海淀区商务委正式启动

品平价供应，基础菜价格不得高于北京市价

送等新模式成为有效补充手段，
在海淀区逐步

“蔬菜保供应平价惠民生”工作，每天推出 10

格监测中心日前公布的零售价格，并按要求

形成多层次、
多形式的蔬菜供应保障体系。

种基础性菜品平价供应，全区近 300 家商场
超市参与此次活动。

统一在店内公示当日平均菜价。

据了解，
海淀区新建和改造蔬菜零售网点

为了保障菜品质量，
海淀区商务委积极加

40个，
累计在关停市场周边新建和改造蔬菜零

据了解，自 2015 年起，海淀区商务委每

强了对蔬菜生产和流通渠道的监督，
要求各参

售网点 176 个。此外，
通过助力互联网平台型

年冬季都组织辖区蔬菜零售网点开展此项活

与企业应确保供应渠道正规、
手续齐全、
产品可

生活服务业企业发展、
推进蔬菜联采联盟建设、

动，今年是第 3 年。此次活动以“保基本、兜

追溯，
保证供应菜品的质量安全，
具备条件的企

制作菜篮子网点地图等举措，
为生活型服务业

底线”为原则，参照北京市价格监测中心的每

业要设立可追溯产品专柜。各大商超和连锁企

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文/记者 张阿慧

公布的试点路段正式实行电子
收费后，将不再收取现金，实施
电子收费以后，将有效缓解车

海淀首批
“普法示范社区（村）”公示

辆乱停、乱议价等情况。
文/记者 张阿慧

12 月 5 日，海淀区法宣办、海淀区委宣传

植物园卧佛寺
蜡梅绽放
在北京植物园卧佛寺放生
池拱桥处，一株早花蜡梅悄然
绽放。
据了解，蜡梅在北京地区
的开花时间一般是在早春，为
了让广大市民在初冬时节就能
欣赏到蜡梅盛开的景致，北京
植物园的工作人员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就陆续从河南鄢陵
及江苏、四川等地的蜡梅苗木
基地分多批引种蜡梅，栽植于
卧佛寺内及周边景区，先后共
引种十余个变种（ 品种），其中
包括著名的传统类型如素心、
虎蹄、磬口、檀香等，以及优秀
的地方品种如河南鄢陵的“十
月梅”、江苏扬州的“扬州黄”，
共计数百株，此时在卧佛寺绽
放的正是“十月梅”。在卧佛寺
内历经十余年的生长，有近百
株蜡梅已逐渐适应了北京地区
的气候，植株长势强，每年晚秋
（11 月中旬）至翌年早春（3 月
下旬）陆续有不同花色、花形的
蜡梅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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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太平庄街道西土城路 8 号院社区

东升镇马坊社区

部、海淀区司法局联合在海淀工人文化宫举

北太平庄街道蓟门里社区

海淀镇六郎庄社区

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海淀街道海淀南路北社区

四季青镇常青园社区

的主题宣传活动，表彰基层普法先进单位。

海淀街道光大锋尚园社区

四季青镇门头村

为全面推动海淀区“七五”普法规划落

海淀街道阳春新纪元社区

西北旺镇唐家岭社区

实，充分展示基层法治宣传教育成果，发挥先

中关村街道东里南社区

西北旺镇六里屯社区

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海淀区法宣办、区司法

中关村街道黄庄社区

温泉镇水岸家园社区

局于 2017 年 7 月起，在全区 29 个街镇开展

学院路街道北科大社区

温泉镇杨庄社区

首批“海淀区普法示范社区（村）”推荐评选活

学院路街道学清苑社区

苏家坨镇稻香湖社区

动。

学院路街道志新社区

苏家坨镇聂各庄社区

此次评选活动，涌现出一批基层普法先

清河街道领秀硅谷社区

苏家坨镇柳林村

进典型，共 60 个社区（村）获得“海淀普法示

清河街道毛纺北小区社区

上庄镇西马坊村

范社区（村）”荣誉称号。

青龙桥街道国防大学社区

上庄镇上庄家园社区

万寿路街道今日家园社区

青龙桥街道韩家川大院社区

万寿路街道翠微中里社区

香山街道南植社区

“普法示范社区（村）”评选要求：

万寿路街道复兴路 32 号社区

西三旗街道冶金研究院社区

“两委”班子健全，居（村）委会下属委员

羊坊店街道铁西社区

西三旗街道育新花园社区

羊坊店街道电信局社区

马连洼街道肖家河社区

羊坊店街道海军机关大院社区

马连洼街道兰园社区

展普法活动，有一支普法志愿者队伍，积极参

甘家口街道阜北社区

花园路街道牡丹园社区

与普法宣传；

甘家口街道水科院社区

花园路街道防化社区

八里庄街道恩济庄社区

田村路街道国防大学永定路社区

时更新宣传内容，设有法律图书角，建有特色

巴鲁庄街道北京印象社区

田村路街道乐府家园社区

普法阵地，
定期组织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八里庄街道定慧东里社区

田村路街道玉海园一里社区

紫竹院街道军乐团社区

上地街道上地南路社区

紫竹院街道车道沟南里社区

曙光街道烟树园社区

北下关街道大柳树社区

曙光街道世纪城东区社区

北下关街道钢研社区

燕园街道燕北园社区

经验、有亮点、有特色，能够起到示范引领和

北下关街道皂君庙社区

清华园街道蓝旗营社区

辐射带动作用。

北太平庄街道志强北园社区

永定路街道三中社区

会、服务站职责明确；
有专人负责法宣工作，能够定期组织开

建有专门的法治宣传橱窗（栏），每月及

组建了群众性法治文艺队伍，参与或组
织开展法治主题文艺活动，每年不少于一场
（次）；
参选社区（村）要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有

（来源：文明海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