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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不文明游园 城管首次到北京动物园执法 如投喂动物屡劝不止——
—

游客携带投喂食品将被没收
本 报 讯（记者 耿 学 清）进入暑期，
北京动物园成为游客选择的热门景
点。随着游客量增加，一些不文明游园
行为也随之出现， 投喂动物现象尤为
突出。今起，城管执法部门将联合动物
园管理处针对游客乱投喂进行执法，
同时，如游客不听劝阻投喂动物，携带
的食品将被没收。
“请不要投喂动物，咱们得给孩子
做个榜样不是。 ”顺着话音，记者看到
一位身着黄色志愿者衣服的首都文明
引导员在猴山劝阻正在投喂的游客。
据了解，从去年“国庆假期”开始，
首都文明引导员就开始到公园就引导
游客文明游园， 协助配合工作人员维
护秩序。 今年从 7 月 27 日至 8 月底，
每天有 30 人次的首都文明引导员在
熊山、水禽湖、羊驼兽舍等重点区域引
导游客文明观赏、爱护动物，劝阻投喂

食物等不文明行为。
同时，今起，北京动物园管理队将
同展览路街道城管执法队开展联合巡
视执法，重点对园内不文明游园行为进
行巡视， 发现不文明现象及时进行劝
阻。 在屡劝不止的前提下，游客携带的
投喂物品将被没收处理。相关执法活动
会定期开展， 不仅是属地城管部门，驻
园派出所也与公园加强联动、 定期会
商，制定联动执法、移交扭送等措施，对
园内不文明游园行为进行巡视，开展联
合执法，共同对门区秩序及景区游园秩
序、不文明行为开展联合治理。
此外， 在 4 个门区设立投喂品自
弃箱，由检票人员提示禁止投喂，要求
自弃投喂品。在长颈鹿馆、儿童动物园
设置“
投喂体验区”，饲养员定时、定量
为游客提供专用喂养饲料， 满足游客
亲近动物、亲近自然的需求。

硬件改造

将透气孔进行物理隔离

在前期采取的斑马区增设外围
绿植、猴山兽舍透气围栏填充鹅卵石
等基础上，近期利用树枝、树干对羚
羊区、梅花鹿区的兽舍透气孔进行物
理隔离，对南猴山赤猴运动场、猿猴
馆运动场透气孔进行改造，从硬件上
杜绝投喂现象。
据饲养员介绍， 动物们每天的
饮食全部是由专业的人士进行科学
的配比， 以保证动物摄入适量的营
养元素和适合动物身体需要的食
物， 同时会根据每种动物的不同体
质和需求进行配送， 夏季， 还会每
天定时定量定点采集青饲料， 动物
的饮食每天都是定量的， 如果游客
乱投喂动物会打乱 科 学 的 配 餐 ， 引

起动物的消化不良甚至更为糟糕的
后果。 希望不要乱投喂，关爱动物，
拒绝投喂。
据了解，从 7 月 16 日至 7 月 30
日，北京动物园共劝阻 300 次投喂行
为， 收集处理投喂食物 100 余份，投
喂动物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北京动物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公园将继续加强不文
明游园行为的及时劝阻和宣传引导，
持续做好游园秩序治理；继续加强科
普宣传和文明游园提示，引导游客自
觉规范行为。 同时，按照公园总体规
划方案，陆续加快对老旧场馆的改造
进度， 保障正常参观游览的同时，从
根本上减少投喂问题。

黄色预警 今起4天持续高温
本 报 讯（记者 耿 学 清）今天起，本
市将持续四天高温， 北京大部将现持
续性高温天气，加上相对湿度较高，闷
热感将更加明显。 市民出行还需注意
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年老体弱者午
间请尽量减少外出。
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闷热难耐，
7 月 30 日 6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高温黄色预警，截至 30 日，中央气象
台已连续 17 天发布高温预警。
气象学上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
于 35℃定义为“
高温日”。 国家气候中
心评估显示，4 月以来，全国平均高温
日数 6.8 天，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
第三多，呈现出高温日数多、范围广、
强度大、极端性强的特点。
昨天下午 4 时， 北京市气象台发
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 7 月 31 日
至 8 月 3 日， 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
温将达 35℃以上。

事实上， 我国今年高温天气并非
“
热”。监
“一枝独秀”，整个北半球都很
测显示，7 月以来，全球大部分地区气
温比常年同期偏高，尤其北半球亚洲、
欧洲、北美洲等地高温事件频发。
气候中心专家表示， 今夏北半球
高温天气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北极地区
冷空气向南扩散明显偏弱导致。 入夏
以来， 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明显偏
弱， 加之控制东亚地区的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强度偏强，平
均强度超过常年同期 2 倍以上。 受其
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韩国、日本等
地气温异常偏高，容易出现高温天气。
预计 8 月初， 南方高温范围减小，
强度有所减弱，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将
先后脱离高温控制，其余地方的热力也
将有所缓和。但北方高温逐渐发展，内蒙
古、华北、东北等也将加入高温阵营，8
月 5 日后，上述地区高温天气将结束。

首家社区艺术馆开馆
居民当馆长展示原创作品
本报讯（记者 蒲长廷）
“一刻钟文
化服务圈”是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的一
个热门概念，意在让居民在家门口就
可以享受便捷的文化服务。 今天上
午，全国首家社区艺术馆在朝阳区八
里庄街道开馆，艺术馆依托数字化技
术，上传并展示社区居民作品；居民
也可以担任馆长定期展示自我作品，
通过艺术作为纽带， 构建熟人社区，
凝聚社会建设力量。
上午，社区文化空间——
—全国首
家社区艺术博物馆“八里庄文化空间
北青—BOE 罗马嘉园馆” 在八里庄
街道正式开馆，这是由朝阳区八里庄
街道办事处联合京东方、北青社区传
媒共同建立并运营。
社区文化空间是八里庄街道为
主体，京东方与北青社区传媒运营的
社区艺术博物馆项目。 为拉近文化与
居民的距离，社区文化空间除长期征
集社区居民投稿，定期公益展示居民
作品外， 还设立社区居民名誉馆长，
让每个分享自己作品的居民都能成

为博物馆馆长家族的一员，宣传博物
馆文化艺术理念。
据了解，八里庄街道充分发挥朝
阳区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效能，
将文化服务植入到疏解之后的公共
空间内， 通过文化的融合与催化，使
文化服务、民生服务、社区服务三者
有机结合，形成了本土化文化服务的
新范式。
本次除开馆仪式外，八里庄街道
还在社区文化空间内举办了“快乐社
区”活动。 现场，围棋选手邀请嘉宾与
领导对弈体验，社区居民也与嘉宾共
同创作作品。 最终，大家一起在小院
种下象征希望的竹苗。
据八里庄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社区文化空间依托数字化技术，上传
作品交互方便，其“屏幕展板”充分运
用现代科技还原真实色彩作品。 而文
化空间创办的目的，就是希望街道内
更多的社区居民能够在家门口就享
受到艺术的熏陶， 走进艺术世界、学
习艺术知识，感受文化氛围。

摄 / 记者 田宝希

天气炎热，冷饮批发异常火爆

今天 12 时起
中考统招录取结果公布
本 报 讯（记者 蒲 长 廷）今天中午
12 时起，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
网站查询统一招生录取结果。 此外，
本市中招补录将于 8 月 1 日至 8 月 3
日进行，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申
请补录。
据北京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进行补录的考生可通
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或《北京考试
报·中招特刊》 第 9 期查询参加补录
学校的专业和计划。 参加补录的考生
可结合本人实际情况，在规定时间持
“
补录考生登记表”和“2018 年北京市
高级中等学校招生体格检查表”，自
主选择一所参加补录的学校申请补
录。 各校各专业报考条件和要求与
《2018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简
章》相同。
今天上午，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
参加中招补录的学校和计划，《北京
考试报·中招特刊》 第 9 期也同期刊
发。 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要抓住机会
参加补录。 记者看到补录的普通高中

中，有北京市回民学校、八十中学、北
大附属实验学校等学校，大部分均为
郊区学校。
据了解，考试院中招办在统招录
取结束后，组织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
的学校进行补录。 符合报考条件，参
加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且未被
志愿学校录取的考生，可通过北京教
育 考 试 院 网 站（www.bjeea.edu.cn
或 www.bjeea.cn）或《北京考试报·
中招特刊》第 9 期查询参加补录的学
校和计划。
参加补录的考生可结合本人实际
情况，于 8 月 1 日至 3 日持
“补录考生
登记表”和
“
2018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
校招生体格检查表”， 自主选择一所参
加补录的学校申请补录。提醒考生注意
的是，参与补录的各校各专业报考条件
和要求与《2018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
校招生简章》上发布的内容相同。
此外，今天 12 时起，考生可登录
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统一招生录
取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