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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民生事业再迎多项利好消息

未来五年新建150万套住房
今后五年新建150万套住房，

购租并举满足市场基本需求； 年
底本市老年人实现 “今天退休明
天领卡”； 两三年内， 在城区新
增25所优质小学或九年一贯制学
校……记者从 6月 15日举行 的
“砥砺奋进的五年” 系列发布会
上获悉， 五年来本市民生事业取
得辉煌成就， 今年年底前将再迎
多项利好消息。

未来五年新建150万套住房
市住建委发布， 本市将坚持

新增建设与盘活存量并举等措
施， 不断扩大保障范围。 未来五
年 ， 本市将新建150万套住房 ，
其中产权类住房100万套， 租赁
住房50万套。 在产权类住房中，
商品住房有70万套， 包括25万套
自住型商品住房、 25万套改善型
商品住房和20万套中低价位、 中
小套型商品住房。

五年来， 本市累计建设筹集
各类保障性住房64.5万套， 建设
面积5796万平方米， 其中公开配
租配售保障房 （含经适房、 限价
房 、 自住房 、 公租房 ） 29.3万
套 ， 棚户区改造等定向安置房
35.2万套 。 近年来 ， 本市共为
东、 西城区调配保障房和人口疏
解安置房13.2万套 ； “十三五 ”
期间， 还将继续在发展新区调配
建设4万套。

本市完善“一租、一购、一补”
的住房保障供应方式，其中一租，
即公共租赁房， 重点保障城镇中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新就业无
房职工以及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
位发展需要的“新北京人”住房需
求，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工建设
筹集公租房20万套 ， 已分配14.

68万套。 一购，即自住商品房，重
点支持本市无房家庭自住需求，
项目价格低于周边市场价格30%
左右，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供地7.
55万套，已销售6.04万套。 一补，
即市场租房补贴， 目前市场租房
补贴在保家庭约1.4万户。

2013年， 本市启动新一轮棚
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 截至今年
5月底已累计改善14.7万户家庭
住房条件， 计划到2020年基本完
成现有城镇棚户区改造。

年底实现老年人今天退
休明天领卡

市民政局透露， 今年年底 ，
将全面实现本市老年人 “今天退
休， 明天领 ‘养老服务’ 卡” 精
准管理、 精准服务的目标。

五年来本市大幅提升民生保
障标准，建立救助、优抚等标准动
态调整机制，逐年提升保障标准，
救助、优待抚恤、征地超转、烈士、
见义勇为褒扬金等各项标准年均
增幅超过10%。 其中城市低保标
准从2012年的月人均520元调整
至900元；农村低保标准从月人均
380元提高到900元 ；2015年首次
实现城乡低保标准并轨。

五年来， 本市新建养老照料
中心208个、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350个。 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全市养老机构总量从 2012年的
400家净增加到513家， 床位数从
7.4万张净增加到12.6万张， 围绕
就近养老的 “三边四级” 养老服
务体系基本建立。

两三年内城区新增25
所优质校

今年， 本市将继续加大市级

统筹力度， 重点在城近郊区、 重
点项目和人才引进密集地区新建
10所优质学校。 6个城区将启动
加大对一般学校的精准扶持， 每
个城区至少选3所普通校和优质
学校合并或集团化办学； 两三年
内， 在城区新增25所优质小学或
九年一贯制学校， 把辖区内最薄
弱的学校并入优质教育集团或与
优质校深度联盟。 城六区还将启
动支持近郊、 远郊区办学， 帮扶
15所薄弱校。 优质高中招生名额
分配比例不低于50％。

五年来， 本市横向整合区域
教育资源， 积极拓展优质资源，
通过学区联盟、 教育集团、 教育
集群制等方式， 让学生在家门口
上好学。 2016年本市小学、 初中
就近入学比例分别达到94.50%、
90.68%。

全市居民主要健康指标
持续改善

市卫计委发布， 五年来全市
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改善 ，
2012年户籍居民期望寿命为81.
35岁， 2016年达到82.03岁； 2012
年婴儿死亡率2.87‰， 2016年下
降到 2.2‰ ， 下降了 23.34% ； 甲
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138/10
万， 孕产妇死亡率为10.8/10万，
上述指标已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
平均水平。

截至6月9日， 本市医疗改革
实施9周以来门急诊和出院总药
占比36.7%，同比下降6.8百分点。
总门急诊量同比减少8.7%， 三级
医院总门急诊量同比减少12.8%，
二级医院总门急诊量同比减少4.
9%，一级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门急诊量同比增加7.8%。

环保不达标 、 无证无照经
营、 违规经营、 安全隐患严重的
一般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企业，
自去年开始全市各区深入开展清
理整治这样的 “散乱污” 企业。
昨天， 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 到
今年底全市 “散乱污” 企业清理
整治量将超过5500家。

整治完成年度任务的81.2%

市经信委绿色环保处处长
徐 艳阳介绍 ， 2016年全市完成
“散乱污” 企业清理整治4477家。
今 年 初 ， 本 市 将 “ 散 乱 污 ”
企 业 治理工作纳入 “疏解整治
促提升” 专项行动， 2017-2020
年要全面治理环保不达标、 无证
无照经营、 违规经营、 安全隐患
严重的一般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
企业， 其中2017年计划完成不少
于2570家企业的整治工作。 截至
5月底， 上述企业已完成清理整
治2086家 ， 完成了年度任务的
81.2%， 涉及人口约3.6万人。 按
照部署， 6月份各区在对 “散乱
污 ” 企业进行再次摸排的基础
上， 又报送了 “散乱污” 企业排
查清单， 共计3261家， 对两个台
账进行比对查重后， 预计今年全

市 “散乱污” 企业清理整治量将
超过5500家。

四个专项整治同步进行

徐艳阳介绍， 本市成立了市
清 理 整 治 违 法 违 规 排 污 及 生
产 经 营行为专项整治指挥部 ，
负责指挥全市 “散乱污” 企业治
理工作。

四个专项整治行动同步进
行。 由市环保局会同各区政府 ，
对各区涉及环境污染的企业开展
专项执法行动。 市工商局会同各
区政府 ， 对涉及无证无照、 证
照不全的企业开展专 项 整 治 。
市规划国土委 会 同 各 区政府 ，
对 各 区 涉 及 违 法 违 规 建 设 的
企 业 开展专项整治 。 市安全监
管 局 会 同 各 区 政 府 ， 对 各 区
存 在 安全隐患问题的企业开展
专项整治。

下一步， 全市各区将继续全
面深入开展摸排， 发现一家、 上
账 一 家 、 治 理 一 家 。 同 时 ，
继 续 加大督查检查工作力度 ，
随机抽查已完成治理的企业， 进
行现场核查验收 ， 确保 “散乱
污 ” 企业清理整治工作落到实
处， 严防反弹。

年底清理60个工业大院

清理整治镇村产业小区和工
业大院 ， 是加快疏解非首都功
能、 优化首都发展布局、 提升城
市发展质量、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重要举措。

2015年以来， 为确保清理整
治工作推进的连贯性， 市经济信
息化委多次组织各区开展镇村工
业大院摸底调查。 目前， 全市工
业大院共315个， 其中， 通州97
个、 大兴144个、 昌平50个 、 怀
柔16个、 密云7个、 房山1个。

本市建立了由市经济信息化
委、 市规划国土委等共同组成的
市级工作推进机制。 根据 《全面
清理整治镇村产业小区和工业大
院2017年工作方案 》， 到2017年
底， 初步完成六环内重点区域60
个工业大院的清理整治工作， 包
括大兴7个、 通州26个、 昌平24
个、 怀柔2个、 房山1个。

□本报记者 孙艳

“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将超5500家

阅卷员不许带手机纸片入
场； 各科目全面实施 “背靠背双
评”； 进入 “三评” 的试卷100%
实行复核……昨天下午， 本报记
者走进2017年本市高考阅卷现场
实地探访。

数学： 阅卷确保 “零失
误零误差”

要进入位于清华大学的高考
数学阅卷现场， 首先要佩戴有效
证件， 通过安检门后， 还要接受
安全员的手检， 手机、 背包、 纸
笔等不许带入现场 。 在安检门
外， 有专人将进场者的通讯工具
等收走统一保管。 阅卷教师每天
都这样入场， 他们的物品统一放
在屋外的储物柜里。 阅卷现场鸦
雀无声， 每个人对着电脑， 认真
地按照评分细则在紧张工作。

数学阅卷点今年共有280多
名阅卷员， 其中约170名来自清
华， 中学老师和各区教研员约占
40%， 与去年基本持平。 他们要
评阅近5万份试卷， 除了选择题
的40分由机器判外， 其余110分
都在这里评阅， 目前阅卷工作已
过半。 阅卷员通过双评、 抽检、
复核等多个环节， 确保阅卷 “零
失误零误差”。

阅卷专家组先用三天时间，
学习评分参考、 制定评分细则、
组织一定数量样本卷的试评、 组
织全体评卷教师熟悉掌握统一的
评分细则， 并在正式评阅前多次
考核 ， 直到所有阅卷人员都通
过， 每一道题的打分都不再出现
新的争议， 才开始正式评阅。

在阅卷过程中， 由资深专家
组成质量检查组、 阅卷组长和普
通阅卷员分级把关， 进行严密的
抽查和复核，适时、动态地监督阅
卷质量，确保评分前后一致，避免
“前紧后松”。 针对存在一题多解
的题目， 专家质量组和阅卷组组
长会反复研讨， 确保考生的每一
种解法都有对应的评分细则。

针对考生担心的 “答题过程
正确最后算错得不到分 ” 的问
题， 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臧铁
军表示 ， 数学阅卷结合学科特
点， 非常注重对过程的评价， 有
的考生做题过程很好， 但最后计
算错了， “丢分不多”， 可以得
到大部分的分数。

语文： 超过六成考生选
择写议论文

语文阅卷点设在北京大学计
算中心， 与清华一样实行严格安
检， 安排武警保卫、 公安巡逻、
昼夜安保值班等措施， 每班值班
人员不得少于3人， 无关人员不
得进入评卷场所。 关键评卷场所
配备视频监控录像设备， 视频监

控实现全方位、 无死角。
据阅卷专家组负责人宋亚云

介绍， 作文题阅卷有12个小组负
责。 微写作中学生选得最多的是
第三个， 其次是第一个， 选 《红
楼梦》 的最少， 因为很多考生不
熟悉 。 大作文继续 “二选一 ”，
选议论文的考生超过六成， 选记
叙文的少， 已经出现满分作文。
“优秀作文或出现病句和错别字，
允许高分学生出现瑕疵， 这是高
考这个特定环境中难免出现的。”

至于零分作文， 阅卷员一般
对写几个字的试卷都会给一些
分， 除非考生不写或乱写， 比如
前年曾出现在作文区画与考试无
关的低俗漫画 ， 这样只能给零
分。 网上目前发布的所谓零分作
文或满分作文均为故意炒作。

6月23日12时发布高考成绩
据统计， 全市共有1137名教

师参加今年高考阅卷工作， 其中
统考阅卷1107人， 来自高校的为
547人，占总数的49.41%；来自区
教研部门和中学的560人，占总数
的50.59%。 单考阅卷30人，全部为
高校教师。 随着本市教育均衡发
展， 近年来密云等远郊区教师参
与高考阅卷的比例逐渐提高。

学科工作组对全体阅卷教师
集中进行上岗前业务培训， 经过
实操考试合格后才能正式上岗，
防止阅卷过程中出现偏宽、 偏严
或宽严不一的现象。 对评分有分
歧的试题， 须由学科工作组集体
研讨， 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
方案。各科目全面实施“背靠背双
评”， 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查制度，
每天都要进行一定量的抽检，确
保评卷给分科学、准确。如果两人
评分在误差范围外， 就必须进入
“三评”。 对经过三评或四评的试
卷，都要全部进行再次核查，坚决
杜绝漏判、错判等现象的发生。特
别是理科考试成绩，只有在“背靠
背双评” 中两个阅卷教师的得分
完全一致，才能通过。

今年本市高考共需阅卷约20
万份，全科目网上阅卷。阅卷预计
于6月22日结束，6月23日12时发
布高考成绩， 高招各批次录取最
低控制分数线以及高考成绩一分
段情况也将于同日发布。6月25日
8时至29日20时，统考考生填报本
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

———探访2017年高考阅卷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