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上地
的 “堵” 人尽皆知， 开车更是一
位难求 。 昨天记者从海淀了解
到， 从去年起， 该地区先后进行
了三次拆除违建 、 修建车场工
作， 共计拆除违建14600平方米，
修建 3块停车场 ， 总面积达到
53280平方米， 预计停车位将达
到1400个， 今年将启用千余个。

去年11月， 海淀区政务服务
大厅移至上地。 再加上前几年搬
到上地的海淀区不动产登记中
心， 使得每日到东北旺南路来办
事的群众日益增多， 最多时每日
接待群众将近1500人。 巨大的人
流 量 使 得 东 北 旺 南 路 周 边 交
通 压 力陡增 ， 交通拥堵现象十
分严重。

为了缓解交通压力， 从根本

上解决群众停车难的问题， 海淀
城管执法监察局联合西北旺镇政
府、 上地街道先后进行了三次拆
违工作。 第一次拆违工作拆除了
上地办公中心南侧的违法建设共
2000余平方米 ， 腾退出的13320
平方米， 建成停车位450个。

第二次拆除违建、 修建车场
是在已建成的停车场西侧， 拆除
了物流公司私自搭建的房屋违建
5800平方米 ， 腾退土地33300平
方米， 预计规划车位760个。 目
前该停车场路面已经完成硬化，
预计今年将投入使用。

去年， 该地区最后一块6660
平方米的土地也完成腾退工作，
共拆除包括2层楼房在内的违法
建设6800平方米， 预计将建成车
位19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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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城市治理
建设和谐宜居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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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昨天，
市发改委对1至5月全市 “疏解整
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进展情况进
行通报。 其中， 由市规划国土委
牵头， 截至5月28日， 全市共拆
除违法建设2027万平方米， 完成
全年计划的50.7%， 拆除量是去
年同期的2.9倍 。 其中 ， 城六区
拆除722.5万平方米 ， 完成全年
计划的51%； 核心区拆除27.6万
平方米， 完成全年计划的115%。

市城管执法局牵头 ， 1至 5
月 ， 查处占道经营违法行为8.5
万件 ， 完成全年计划的 75.6% ；
其中城六区查处4.9万件 ， 完成
全年计划的65.1%， 核心区查处
超过 1万件 ， 完成全年计划的
55.5%。 96310城管热线5月份占
道经营类市民举报数量同比下降
24.7%、 环比基本持平。

市工商局牵头， 1至5月， 全
市共整治无证无照经营25536户，
完成全年计划的153%； 其中城
六区整治11037户，完成全年计划
的162.8%， 核心区整治441户，完
成全年计划的113.7%。 截至目前，
全 市 还 有 挂 账 无 证 无 照 经 营

约 3.7万户 。 整治 “开墙打洞 ”
15467处，完成全年计划的96.1%；
其中城六区整治14359处，完成全
年计划的92%， 核心区整治6188
处，完成全年计划的116.6%。

首都综治办牵头， 1至5月全
市共有豆各庄村、 奶西村、 笑祖
塔院地区、 圆明园东里社区、 纪
家庙村等30个市级挂账重点地区
完成了整治任务 ， 其中 ， 朝阳
区、 海淀区、 丰台区完成了22个
村的整治。 在整治过程中， 共拆
除出租大院480个， 责令停产停
业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企业428
家， 关闭取缔违法违规企业449
家， 停租存在安全隐患的出租大
院396个。 在全面开展整治的同
时 ， 注重提升重点地区整体环
境， 共清理卫生死角3638处， 新
建或修复改建排水设施1.7万平
方米， 新增停车位8970个， 绿化
补植 14.8万平方米， 新增健身场
所35处。

据了解， 各区注重综合治理
先行、 集中连片推动、 建立长效
机制， 重点区域环境品质明显提
升。 东城区集中整治故宫周边骑

河楼大街和东华门大街， 拆除违
法建设26处， 治理 “开墙打洞”
90处。 西城区 “三金海” 地区西
便门外大街、 佟麟阁路、 太仆寺
街等10条街巷胡同基本实现 “三
无” （无违法建设、 无违法转租
转借、 无违法经营） 目标。 朝阳
区萧太后河水系拆除违法建设3
万平方米； 十八里店乡腾退集体
土地100万平方米， 拆除违法建
设14.6万平方米。 海淀区中关村
大街完成3.8万平方米低端业态
存量空间调整 ， 腾退商户 1148
家， 拆除违法建设9.8万平方米，
整治 “开墙打洞” 630处。 丰台
区会同市交通委共同研究推进丽
泽长途客运站疏解工作， 计划于
6月底前关停。 石景山区集中整
治首钢主厂区北区周边、 中关村
产业园周边区域环境， 景观提升
工程已进场施工， 同步累计拆除
违法建设约13万平方米。

市发改委通报前五月“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进展

五月底前全市拆违完成全年计划五成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唐诗 ）
昨天上午， 由北京市红十字血液
中心主办的2017世界献血者日庆
祝活动举行。 活动当天， 首都献
血服务网新版网站 、 首都献血
APP、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微
信公众平台同时上线。

6月14日是第十四个世界献
血者日。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为能给献血者提供优质服务， 全
新打造了 “互联网+首都献血 ”
公众服务平台。 活动当天， 首都
献血服务网新版网站、 首都献血

APP、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微
信公众平台同时上线， 旨在让越
来越多的人了解、 认可并加入到
无偿献血事业当中。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表
示， 本市无偿献血85%以上都来
自于街头的采血车、 采血方舱。
血液紧急时， 血液中心会组织应
急献血。 首都无偿献血工作， 除
了捐献热血， 还有6000多位爱心
人士加入了首都无偿献血志愿者
协会， 平均每年为献血公益提供
6万多小时志愿服务。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海淀
区少年科学院昨天成立， 将开展
科学研究、 探索体验、 校际交流
等丰富多彩的科技教育活动， 并
带领小院士走进高校和中科院实
验室做实验、 做课题， 为中小学
生搭建未来科学家的梦想。

作为该区开展中小学生科技
教育的重要平台， 海淀区少年科
学院将融合校内外资源， 对中小
学生进行科学知识与技能、 科学
精神与态度、 科学方法与能力、
科学行为与习惯的培养， 开展各

种科学体验活动， 向中小学生普
及科技知识， 引导中小学生参与
科技创新活动； 还将开展中小学
生校外科技教育理论研究， 举办
中小学生科技交流， 建立和完善
科技教育教师指导队伍等活动。

据介绍， 海淀区少年科学院
聘请了30名学校科技教师、 30名
中科院专家作为指导老师， 在20
所学校建立少科院分院， 还设立
了6个学科领域办公室， 100名学
生小院士队伍每年将进行考核，
实行动态调整。

海淀成立少年科学院培养未来科学家

北中医今年在京扩招140人
本报讯 北京中医药大学相

关人士昨天透露， 今年该校总招
生计划为1900人， 其中在京一本
批次招生119人， 比去年增加20
人； 二本批次投放的是护理学专
业， 计划招生190人， 比去年增
加120人 。 专业方面， 根据社会
需求， 北中医今年新增2个专业，
分别为康复治疗学和药事管理。

据介绍， 康复治疗学专业是
北中医为适应康复医学发展和社
会老龄化趋势的新形势而从今年
起开设的新专业。 该专业办学定
位是立足中医药特色， 注重中西
医康复专业结合， 开拓国际化办
学路径的战略建设平台， 旨在培
养 “高层次、 国际化、 强能力”

的中医药康复技术人才。
北中医康复治疗学专业学制

四年， 采取与国际接轨分类型的
培养， 分别开展物理治疗师、 作
业治疗师的培养， 采取学院教学
与跟师培养相结合， 注重实践教
学， 且部分课程采用双语教学或
由外教执教 。 经过一年临床实
习、 毕业考试合格且论文答辩通
过者 ， 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 目
前， 该专业设在针灸推拿学院。

药事管理专业是教育部确定
的特色专业，2004年我国第一次
设置该专业，目前全国已有8所院
校开设该专业，其中只有3所属于
中医药类型的大学。 北中医设置
的药事管理专业涵盖中药学、管

理学和法学三大学科的课程体
系， 学生毕业后可以报考相关专
业的公务员， 从事药品监督管理
等相关管理工作， 也可报考执业
药师， 还可供职医药工商企业和
医疗机构， 同时课程设置也为今
后报考管理学或药学专业研究生
的学生提供了基础保障。 （北中）

“互联网+首都献血”平台上线

“京”味特色农产品进社区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唐诗）记

者昨天从北京市农业局了解到，
“京”味十足特色农产品“大兴西
瓜”对接活动，在西城区南营房社
区南营房金质生活开启。

据悉， 本次活动以特色农产
品“大兴西瓜”为主题，展示各种
品牌的大兴西瓜，西瓜的外形、味
道及所在的营养都会展现， 让市
民们体验到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
成果。 为让市民真正体验及购买
到纯正的“京味十足、绿色、健康
的大兴西瓜， 主办方还从线上线

下共同开展了大兴西瓜促销活
动， 市民可登录京东商城北京特
产馆、智农宝网络商城参与购买。

本次活动为 “北京特色农产
品主题对接”系列活动之一，系列
活动将由6月持续至10月，共开展
4次，将组织大兴、房山、顺义等区
到特色农产品开展现场推介、农
产品展销等活动。

活动中除了展示 “大兴西
瓜”，还展示了具有“京”味十足的
其他特色农产品， 例如红螺食品
的果脯、绿山谷的芽苗菜等。

预计可提供1400个车位

海淀拆违拆出三大停车场

新闻链接

本报综合消息 今年 6月底
前， 本市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
就医住院医疗费直接结算备案人
员范围， 将从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扩大到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常驻
异地工作人员和异地转诊人员，
同时， 所有三级定点医院将可实
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目前本市已有19家三甲定点
医院纳入直接结算定点范围，并
强调直接住院结算备案仅支持异
地安置退休人员。昨日，市人力社
保局表示，到6月底，直接结算备
案人员范围要从异地安置退休人
员扩大到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
驻异地工作人员和异地转诊人
员。这意味着，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将覆盖所涉及的全体参保人员。

同时， 直接结算也由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扩大到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相
关备案信息都要同步上传至国家
异地就医结算系统。

而对于异地来京就医的人
员， 支持其实现直接结算的定点

医疗机构也将由目前的19家三甲
扩展到本市所有三级定点医疗机
构， 全面放开对已接入国家异地
就医结算系统的异地统筹地区开
展直接结算。

同时， 7月底前， 新增备案
人员信息与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
统实时同步， 对备案人员信息实
行动态管理； 所有有关定点医疗
机构纳入直接结算定点范围， 全
面开展直接结算业务。

市人力社保局表示， 今年9
月底前， 备案人员信息上传国家
异地就医结算系统的比率要达到

90%， 在线备案人员要全部可以
实现直接结算； 对已开通账户的
异地省市， 预付金、 结算资金要
如期拨付到位。 年底前， 异地参
保人员来京直接结算就医纳入本
市统一监管； 各区医疗保险经办
机构对本辖区定点医疗机构直接
结算费用的现场核查率要不低于
20%。

市人力社保局强调， 要将异
地就医人员一视同仁纳入本地统
一管理， 切实履行就医地职责；
加强费用审核、 稽核力度， 控制
不合理费用支出。

6月底前全市所有三级定点医院全部放开跨省结算

异地就医将实现直接结算

本报讯 即日起， 本年度针
对在京老年人的免费健康管理服
务正式启动。 市卫计委相关负责
人近日表示， 无论户籍， 凡在北
京居住半年以上的65岁及以上老
年人， 都能在居住地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或乡镇卫生院享受每年一

次的免费健康管理服务。
据了解， 老年人健康管理服

务包括： 建立健康档案； 生活方
式和健康状况评估； 免费健康体
检； 向老年人告知健康体检结果
并进行相应的健康指导。

(小 计)

超65岁老人可享免费健康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