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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环主路开始夜间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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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0时， 东三环主路大修正式启
动， 大修路段北起三元桥西， 南
至分钟寺桥东， 全长10.86公里，
此次大修计划维修总面积36.98
万平方米， 维修桥梁22座， 公交
站台12座， 计划于10月底前全部
完工。 大修工程主要工序将全部
在夜间0至5时进行， 近期市民晚
间出行尽量避开东三环。

据介绍， 东三环是市内重要
交通干线， 每日交通流量巨大，
为了此次大修顺利进行， 交通部
门邀请沿线各单位、 街道召开协
调会， 并向各单位以及沿线居民
发放了3万份施工告知书。

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
心介绍， 本次大修将主要进行道
路病害处理、 铣刨加铺路面、 公
交车道及出入口车辙处理， 并加
固防撞护栏、 检查井等， 从而进
一步提高道路耐久性及行车舒适

性。 同时， 大修将利用三环主路
最外侧机动车道， 恢复原公交专
用车道， 同步对全线12座公交站
台及无障碍系统进行综合治理，
对公交专用道及公交港湾进行综
合处理， 更换隔离带公交站台步
道砖1.5万平方米 ， 外侧路缘石
全部更换为花岗岩路缘石， 更加
耐久坚固。

大修工程期间， 外侧病害处
理时占用主路最外侧2条车道施
工， 将车辆导入最内侧1条车道
通行。 内侧病害处理时， 占用主
路最内侧2条车道施工， 将车辆
导入剩余1条车道通行。 市民可
及时通过交通部门的微博微信、
导航软件及室外信息屏等手段，
了解施工情况及交通疏导、 绕行
信息。

此次东三环大修基于 “全寿
命” 设计理念， 根据既有路面调
查结果， 综合分析病害原因， 有

针对地施工， 也就是说， 不像以
往的 “一刀切” 式施工方式。

具体来说， 公交专用道、 公
交站台及出入口采用高温稳定性
能更优的抗车辙沥青混合料， 其
他车道采用高节能低排放的温拌
改性沥青混合料； 局部基础薄弱
路段采用另外一种抗高负荷使用
的沥青， 使路面在耐用性上达成
一致效果。

据介绍， 本次大修首次对沿
线桥梁的防撞墩迎撞面采用外挂
2.5mm直径的钢丝绳网片， 再通
过锚喷高性能砂浆进行加固。 这
一新措施能够增加钢筋保护层厚
度， 提高防撞墩的耐久性， 有效
解决北京地区桥梁防撞墩钢筋保
护层不足及混凝土松散劣化严重
等问题； 在进行防撞墩表面拆除
时， 采用高压水射流技术， 在彻
底清除松散混凝土的同时， 减少
扬尘， 提高施工效率。

0至5时建议绕行 10月底前完工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北京现代与沧州技师学院校企合
作基地揭牌。 一座立足沧州， 面
向社会的汽车技能人才培育基地
正式成立。

未来， 双方将继续深化在技
术、 设备、 人才等领域合作， 为
沧州汽车产业集群化发展， 输送
更多的专业人才； 为提升沧州地
区汽车职业教育水平， 发挥积极
的推动作用。 此次合作是北京现

代继2016年向沧州技术类院校捐
赠试验车和发动机之后， 与沧州
技师学院深化合作， 推动职业技
术人才培养的又一战略举措。

北京现代负责公益捐赠的相
关人士介绍， 以向大中专院校捐
赠试验车、 汽车零部件、 汽车生
产设备等为主要方式的 “车教助
学” 活动， 已成为北京现代助力
国内职业教育发展， 培养高技能
实用型人才的品牌项目。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您
哪不舒服啊？ 拿号了吗？” “您
把 单 子 上 的 条 形 码 对 准 这 个
红光， 扫一下码单子就自动打印
了。” 近日， 东高地街道成立的
第一支 “党员志愿助医服务队”
在航天总医院就诊大厅正式上
岗， 今后30位党员志愿者将定期
来 到 医 院 轮 流 为 患 者 提 供 志
愿服务。

记者了解到， 首批30位党员
助医志愿者由北京航天总医院党
员、 东高地街道机关党员、 社区
党员共同组成， 他们将为到北京
航天总医院就诊的社区居民和患

者提供帮助， 志愿服务内容包括
门诊导医 、 患者陪诊 、 健康宣
教、 就医流程讲解、 收集就诊居
民意见建议、 发现患者就诊流程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 改进
方案。

东高地街道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下一步， 东高地街道将联合
北京航天总医院继续招募志愿
者， 并建立志愿者长期招募培养
机制， 严格对志愿者进行相关工
作的培训并提供相应保障， 推动
助医志愿服务的常态化 、 精准
化、 专业化， 提升地区居民就医
满意度。

东高地党员志愿助医服务队上岗

北京现代联合沧州技师学院建人才基地

今天北京将有大雨到暴雨天气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昨天
下午， 北京市气象台联合中央气
象台、 河北省气象台、 天津市气
象台和驻京部队相关单位进行了
天气会商， 5日夜间至7日京津冀
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一次强降雨天
气过程 ， 大部分地区为中到大
雨， 局地可达暴雨到大暴雨。

气象专家预计， 此次降雨初
期对流较强， 伴有雷电、 短时强
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
此次降雨特点： 影响范围广， 累
计雨量大， 短时雨强较强。

北京地区降雨的开始时间为
5日后半夜， 最强降雨时段出现
在6日午后到前半夜， 7日凌晨降
雨逐渐减弱结束。 大部分地区过
程累计雨量大雨到暴雨， 西部山
前及北部地区局地降雨量可达大
暴雨。

虽然预计本次过程的降水总
量不会超过今年 “6·22” 暴雨过
程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此次过
程， 尤其是降雨前期大气层结不
稳定， 易出现雷电、 短时强降水
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 因

此， 必须注意强降水带来的影响
及其造成的次生灾害， 气象专家
提示： 强降雨天气将导致低洼地
区和部分路段出现道路积水，同
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 请注意防范对
城市运行及公众出行的影响，特
别是防范对6日交通早、晚高峰的
影响； 需注意防范山区强降雨可
能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 山洪及
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
市民请不要前往山区危险地带、
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

市民出行需加强防范

本报记者 周世杰 摄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记者
昨天从东城区助老好项目大赛签
约仪式上了解到， 经过街道级初
筛和区级评审， 综合了街道、 专
家、 大众以及网络等各方投票分
数， 由东城区民政局、 东城区老
龄办共同主办助老好项目大赛最
终确定资助57个服务项目， 每个
项目由区级层面给予5000元的资
金支持。

据了解 ， 本次大赛从3月份

启动以来， 面向全区17个街道，
182个社区， 分片区召开工作动
员会和宣讲会 。 在项目征集期
内， 共收到128个服务项目。 大
赛共分为项目动员、 项目征集、
项目初筛 、 区级评审 、 项目优
化、 项目公示、 项目实施、 项目
结项、 优秀项目评选等环节。 签
约仪式的举办， 标志着各项目正
式进入项目实施阶段。 在项目实
施周期内， 还将通过过程监测、

陪伴成长、 项目评估等方式， 加
强专业技术指导和规范要求， 提
升项目团队的组织架构建设和项
目执行能力， 引导项目团队专业
化、 规范化发展， 从而挖掘一批
具备发展潜力的为老服务项目和
团队力量。

此外， 为了项目顺利推进 ，
举办了2场项目优化培训讲座 ，
帮助各个申报团队完善调整项目
内容。

东城资金支持57个助老好项目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2017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暑期 “三下
乡” 社会实践昨天在北京科技大
学出征， 仪式上同时展示了首都
“青年服务国家” 社会实践项目。
社会实践将推行 “双众筹双众
创” 实践模式， 即面向高校师生
众筹实践项目， 面向社会和企业
众筹实践经费。

今年的全国大中专学生暑期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将广泛
动员500余万学生参与， 围绕政
策宣讲、 科技支农、 教育关爱、
文化服务、 爱心医疗等领域， 设
计10个重点实践方向， 全国重点

团队达到1500支。
据团市委副书记郭文杰介

绍， 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以 “青年服务国家———投身助
力十三五， 青春喜迎十九大” 为
主题， 涵盖中国精神学习宣讲、
京津冀协同发展、 聚焦农村精准
扶贫等十个专题行动。 活动将推
行 “双众筹双众创” 实践模式，
由联络高校牵头负责， 邀请国家
部委支持指导， 通过项目路演的
方式， 从全市高校中遴选出100
支学生实践团队予以重点支持。
同时， 活动将定制开发微直播、
微足迹 、 微话题等多个线上平

台， 合力营造活动氛围和舆论声
势， 汇聚发出 “青年服务国家”
的时代声音。

当天，清华、北大、人大、北科
大等高校的学生分别展示了他们
“青年服务国家”的实践故事。

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确定十大专题

7月6日， 国华商场一年一度的店庆大促又将轮番登场。 其中 “黄
金饰品免费以旧换新” 是很多老顾客每年盼一回的重头戏， 该活动为
期3天， 到7月8日结束。 活动期间， 只要是之前从国华购买的黄金饰
品， 此次都可以参加免收工费的以旧换新活动。 此外， 国华商场还将
为普通市民举办珠宝玉石无底价拍卖活动。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厚厚礼礼””谢谢客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