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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
奋进的 年55

迎接市十二次党代会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通讯员 张可为/摄

新闻【特写】05２０17年 6月 13日·星期二│实习编辑 周潇潇│美术编辑王巍│校对 刘芳│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记者 任洁

五年来本市实施718项交通疏堵工程

“1+3”培养试验项目今年扩招

五年来， 市交通委、 城六区
政府一共实施了718项疏堵工程。
今年截至5月底， 本市市、 区两
级已经完成了阜石路金安桥下路
口改造等15项工程， 已开工建设
分钟寺桥立交匝道改造等22项工
程， 到今年年底将共同实施完成
100项疏堵工程。

万泉河桥区匝道工程忙施工

昨天， 记者在万泉河桥区匝
道完善工程现场看到， 目前部分
桥梁桩基施工已经完成 。 市路
政局道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心
主任杨秀峰介绍， 万泉河立交桥
于2000年建成通车，是当时西、北
四环路最大的立交桥， 是三层定
向式立交结构， 由11座桥梁和13
条道路组成，桥梁面积达1.4万平
方米， 道路面积9.4万平方米，是
四环路连接三环、 颐和园及中关
村高科技园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他介绍 ， 鉴于车流量的状
况， 该立交桥缺少西向北定向匝
道。 然而， 近年来本市机动车保

有 量 增 加 迅 速 ， 目 前 车 辆 在
该桥只能通过桥下连续3个灯控
路口左转向北去往万泉河路， 高
峰期交通拥堵严重， “基本上需
要半个小时以上才能通过。” 据
了解， 本次改造主要内容为新建
西向北远引匝道 ， 全长 1.41千
米， 设计速度30千米/小时 ， 路
面宽8.5米 ， 路基全宽10米 。 该
项目的实施将实现四环路 （内
环） 与万泉河快速路出京方向的
快速转换， “几分钟就能从西向
北了， 不仅可有效地缓解万泉河
立交桥的辅路系统压力， 同时完
善了万泉河桥的立交功能， 改善
桥区通行条件。”

他透露， 下一步将开展桥梁
基础、 上部结构及万泉河东辅路
的改造建设， 整体项目计划10月
底完工。

今年要做100项疏堵“手术”

疏堵工程是本市缓解交通拥
堵的常规措施。 记者了解到， 五
年来， 市交通委、 城六区政府一

共实施了718项疏堵工程， 完成
了机场高速铁路桥瓶颈路段拓
宽、 京承高速主收费站北路段拓
宽、 京藏高速上清桥出口增加车
道、 京藏西辅路回龙观桥北路段
拓宽、 京哈高速豆各庄新增出口
及辅路拓宽、 东三环双井桥北进
出口调整、 北二环德胜门公交场

站项目、 建国路大望桥东公交港
湾改造 、 广泽桥开通等重点项
目， 项目的实施可以减少交通拥
堵、 减少路程时间、 提升项目周
边市政市容环境。

据悉， 今年截至5月底， 市、
区两级已经完成了阜石路金安桥
下路口改造等15项工程， 已开工

建设分钟寺桥立交匝道改造等22
项工程， 到今年年底将共同实施
完成100项疏堵工程。

今年下半年， 市交通委路政
局将积极推进万泉河桥区匝道完
善工程、 大山子路口改造工程、
京哈高速漷县出口、 清华东路西
延至荷清路等重点项目建设。

记者还了解到， 除平交路口
优化、 进出口调整、 公交港湾建
设、 过街设施完善、 立交匝道改
造等常规缓堵措施外， 市交通委
正会同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 “反
溢流控制措施” 等智能交通管理
措施方面的研究工作， 开展中心
城与城市副中心之间主要通道缓
堵研究， 着手全市环路与联络线
系统缓堵研究， 并积极吸纳市民
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 做好京城
缓堵工作。

年底将完成100项疏堵“手术”

近日， 中建二局一公司上海分公司鄞奉片区HS17-03-06地块项
目部领导班子及员工来到一江之隔的宁波市南苑小学看望孩子们， 赠
与童话、 漫画、 唐诗、 作文等图书1080册。 “孩子是我们的希望， 希
望能让更多孩子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中。” 项目执行经理张常虹说。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耿莉永 肖淞月 摄影报道

冯雨欣原来是朝阳区一所普
通中学的学生， 初二时她听说本
市推出 “1+3” 培养试验项目 ，
与其他5名同学一起报名， 并成
为2名入选者之一。 进入清华附
中将台路校区读书后， 她发现校
园环境、 硬件设施， 乃至同学素
质都有了很大变化， 她的眼界更
加开阔， 奋斗目标随之上调， 开
始瞄准以前不敢想的名校。 “我
原来的同学正进行中考冲刺， 而
我已经开始学高中知识。 我会好
好学习， 争取将来分班考考出好
成绩， 进入校本部。” 她说。

昨天， 市教委表示， 2017年
本市继续实施 “1+3” 培养试验
项目， 并适度扩大参与学校和招
生规模。 其中市级统筹类学校计
划招生1220人， 区级普通类学校
计划招生1900人。

“1+3”培养试验实现初
高衔接

为了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 促进小升初就近入学， 探
索高中人才培养新方式， 本市从
2016年开始推出 “1+3” 培养试
验， 提前给予当年就近入学的学
生一次升入优质高中的机会， 参
加项目的学生读完初二后通过面
试进入试验学校， 在那里完成初
三和高中共四年的学习 。 据了
解， 具有普通高中升学资格， 且
在同一学校具有连续两年学籍等
条件的初二学生可报名参加。

今年的试验学校分为两类 ，
一是市级统筹类学校， 包括清华
附中将台路校区、 北大附中朝阳
未来学校 （惠新东街校区）、 首
师大附中首师大二附中校区、 人
大附中通州校区 （今年新增 ）、

北师大实验华夏女中 、 工美附
中、 徐悲鸿中学等7所优质高中
新校区和特色高中， 主要面向城
六区一般公办初中招生， 分配到
校 （后三所计划不分配）。 6月10
日到25日报名 ， 7月8日-9日面
试 ， 7月10日公布结果。 二是城
六区特色高中及郊区优质高中，
共29所， 比去年增加13所， 面向
本区招生 。 7 月 12 日 -13 日 报
名 ， 7月 16日 面 试 ， 7月 17日
公布结果 。

感兴趣的学生可登陆网址
http：//yjrx.bjedu.cn， 使用教育统
一认证登陆 ， 选择一所试验学
校， 在 “1+3” 培养试验报名系
统选项中报名。

项目生可享名校本部资源

项目生可以享受本部的教育
资源， 其中市级统筹学校中的新
建校教师由本部统一安排、 招聘
和培训， 与本部融通使用； 教学
工作统一安排； 学生可参加本部
举行的各类科技、 艺术、 体育等
社团活动， 各市级统筹类学校还
有自己的办学特色。

清华附中将台路校区初三
200余名学生全部为 “1+3” 培养
项目生， 学校将高中知识渗透进
初三教学， 还与清华美院合作开
展美术特色课程， 同时利用中考
复习时间增加综合实践课程、 生
涯规划课程。

北大附中朝阳未来学校的教
师中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达
到100%；学生学籍由校本部统一
管理。 学校采用走班制、选课制、
书院制、导师制等形式，为每个学
生提供学习与生活培养方案。

首师大附中首师大二附中校

区的项目生可跨校选课， 充分享
受两校区的优质资源。

“很庆幸孩子选择了
‘1+3’项目”

北大附中朝阳未来学校韩同
学的妈妈介绍， 去年项目是第一
年实施， 没有经验借鉴， 当时孩
子在班上排前几名， 与家人再三
考虑后才决定参加。 一年以来，
孩子不用再沉浸在枯燥单调的应
试复习中， 回家后总跟家长说起
校园生活和社会实践故事，“学校
把精力放在四年的打通培养上，
每15个学生就配备1个导师，师生
之间充分交流， 对学生成长更有
利，很庆幸孩子走出这一步。 ”

首师大附中首师大二附中校
区的学生家长赵先生说， 孩子参
加项目的选择后， 初三增加了很
多课外阅读时间和实践课程，还
能选修很多课程、参加社团活动。
“现在孩子学习效率提高，成绩稳
中有升，自信心随之提高，对他上
高中和步入社会都有帮助。 ”

北师大教育管理学院于凯教
授认为， “1+3” 试验项目通过
招生改革， 引导人才培养方式的
变革， 为普通校及其学生增加了
更多选择机会， 提高了教育的获
得感， 让改革的 “蛋糕” 变得更
加好吃。

6月9日-10日， 北京市第七
届司法行政开放日举行。 两万余
人分别走进406个开放点， 零距
离直击司法工作。

女子监狱开通网上亲情会见

6月9日， 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 监狱特邀执法监督员及服刑
人员亲属代表60余人， 来到北京
女子监狱观看了服刑人员自编自
演的文艺节目， 参观了服刑人员
的监舍、 学习区、 习艺劳动区等
场所。 “看到女儿精神状态这样
好 ， 很感谢监狱警官付出的努
力 ， 作为家属一定配合监狱工
作 ， 帮助孩子将来顺利回归 。”
一位服刑人员的父亲说。

据悉， 北京女子监狱还开通
了远程亲情视频会见、 视频帮教
系统。 远在山区不便看望的亲属

可在家附近的司法所， 通过该系
统在网上亲情视频会见。

金牌调解员走上街头普法

扫微信、 听讲座、 现场咨询
……6月10日， 西城区15个街道
司法所、 3个区属公证处、 20家
律师事务所同时开放。 活动现场
同时张贴北京市司法局官方微信
公众号 “京司观澜” 宣传海报，
邀请群众进行关注。

《第三调解室》 调解嘉宾和
西城区诸多金牌调解员走上街
头， 为群众解答咨询和讲座。 西
城区司法局在全区范围内采取定
点接访、 重点约访等多种形式为
群众送去法律服务。 西城区各街
道结合自身区域特点， 通过区街
社区三级联动， 主会场与分会场
结合方式进行多种形式的活动。

两万余人零距离感受司法开放
试验项目生可享名校本部资源 □本报记者 李一然 闵丹

项目工地捐书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