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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高招
本科一批录取工作上周末启动。
受今年一本文理分数线普降的影
响， 多所高校纷纷降低了一本提
档线。 今年本市高招全部实行远
程网上录取， 考生可通过三种方
式查询录取结果。

今年本市的文理一本线分别
为555分和537分， 均比去年有所
下降 。 在已发布的高校一本线
中， 中国人民大学提档线为文科

649分， 理科661分， 比去年分别
降低15分、 9分。 北京师范大学
提档线为文科 641分 ， 理科 651
分， 比去年分别降低17分、 9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提档线为文科
635分， 理科642分， 比去年降低
17分、 12分。 北京语言大学提档
线为文科616分， 理科613分， 比
去年分别降低21分、 17分。 北京
理工大学提档线为文科621分 、
理科643分， 比去年分别降低19

分、 11分。 北京交通大学文科在
京一本最低分608分， 理科最低
分629分， 这些不是分数线 ， 因
为同分也有可能因为单科成绩没
有进档。 由于一些高校的提档比
例超过100%， 所以最终录取以
高校公布的为准。

据市高招办介绍， 今年本市
高招录取继续实行分批次、 按志
愿录取的模式。 本科提前批、 专
科提前批录取时， 实行 “志愿优

先， 从高分到低分” 的顺序志愿
投档方式； 本科一批、 二批、 专
科普通批录取时， 实行 “分数优
先， 遵循志愿” 的平行志愿投档
方式。

据了解 ， 高招本科提前批
（A段）、 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及
专科提前批 、 专科普通 批 在 考
生 填 报 志 愿 录 取 结 束 后 ， 将
根 据 计 划 完 成 情 况 ， 决 定 是
否 进 行征集志愿录取 ， 北京教

育考试院届时将适时通过网站公
布征集信息， 符合情况的考生要
密切关注。

考生查询录取结果有三种
方式 ： 登陆北京教育考试院网
站免费查询 ； 通过 “北京服务
您” APP “教育服务” 栏目免费
查询； 拨打电话12580， 按语音
提示输入准考证号和考生号查
询 （免收信息费， 只收取基本通
话费）。

高招本科一批录取工作上周末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市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将
于19日召开， 将听取市人民政府
关于 《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
例（草案）》说明和市人大常委会
城建环保办公室关于审议 《北京
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 （草案）》
情况等报告，市民可预约旁听。

此次会议还将听取市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北京
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 实施
情况的报告； 听取市人民政府关

于北京市2016年市级决算草案的
报告； 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
市2016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听取市
人民政府关于北京市2017年预算
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 听取市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北京市
2016年市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
报告等。 如欲旁听会议， 市民可
于17日拨打 01065291818进行电
话预约， 或者登陆www.bjrd.gov.
cn， 点击 “公民旁听预约申请”。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由市妇
联主办的 “公益+我 ，我家公益 ”
———2017北京妇女儿童服务博览
会上周末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本次博览会向社会推介了50个社
会组织的百余个服务项目， 还特
别邀请部分北京巧娘现场展示手
工绝活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
搭建妇女手工艺交流平台。

妇女儿童公益服务博览会自
2013年举办以来， 通过300多种、

800余场次的服务体验活动，交流
社会组织建设成果， 分享社会服
务项目。 今年的博览会通过互动
体验、舞台展演、论坛沙龙、优秀
项目展示等方式， 围绕 “品质生
活、家庭教育、探索体验、家庭文
化、健康安全、家庭环保”六大主
题开展了67项服务活动， 发放资
料14万份， 还特别设立资源开放
日，动员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对
接优秀公益项目谈合作。

一本线降低带动多校提档线普降

妇儿公益服务博览会推介百余项目

本报讯（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张海涛） 记者昨天从西城区市
政市容委获悉，从今年起，西城
区计划用两年时间， 分三个批
次完成辖区1234条背街小巷架
空线入地及规范梳理工作 。首
批天桥 、什刹海 、大栅栏 、西长
安街4个街道范围内的369条支
路的架空线将于7月完成设计，
11月进场施工， 明年春节前完
成全部整治工作。

据统计， 目前西城区共有
城市道路1775条， 通信类架空
线已入地541条，未入地1234条。
其中主次干路的137条中，架空
线未入地的有23条； 支路胡同
包括背街小巷的1638条中 ，架

空线未入地的有1211条。
据介绍， 两年三批次的目

标任务现已明确划分了时间
表。 第一批次， 全区将完成天
桥、什刹海、大栅栏、西长安街4
个街道范围内的369条支路胡
同、 背街小巷的通信架空线整
治工作。截至目前，该批次已完
成了地下管线测绘和勘查设计
的招标工作。 第二批次， 是椿
树、新街口、金融街、广内、月坛
5个街道地域范围内的479条支
路胡同、背街小巷。该批次项目
将于本月启动，计划明年3月完
成施工前期手续，明年6月底完
成架空线入地与梳理规整工
作。第三批次，是陶然亭、牛街、

白纸坊、德胜、广外、展览路6个
街道地域范围内的363条支路胡
同、背街小巷。该批次计划10月
启动， 力争明年9月底前完成前
期准备工作并进场施工，明年底
前完成全部架空线入地与线缆
梳理规整治理工作。

此外， 对于主次干路中未
入地的23条通信类架空线， 西
城区将随市里安排整治入地 ，
于2018年底完成 。 不仅如此 ，
按照全市统一安排 ， 2019年 ，
西城区还将继续开展辖区架空
线治理收尾巩固提升工作， 以
确保地下空间具备管道建设条
件的城市道路的所有通信类架
空线全部入地。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西城背街小巷架空线两年内全入地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升降
机 、吊车 、防护网……上周 ，东
城区天坛东路76号楼顶违建正
式开拆，这一违建面积约600余
平方米，主要用作客房。

体育馆路街道相关负责人
介绍， 按照精品街巷的整治标
准进行建设改造，早在去年底，
街道城管执法队便开始摸排违
建情况、宣传告知、约谈经营单
位和产权方， 确定拆除方案，7
月13日，在产权单位的配合下，
街道组织综合执法组、 城管分
队、工商等部门开始全面拆除。

“自今年5月23日， 天坛东
路整治以来， 职能部门通力配

合，街巷理事会积极发挥作用，
从入户做工作， 到拆违现场的
保障，再到街巷整体规划设计、
方案修改，都积极参与其中，到
目前，这条街已整治违法建设、
开墙打洞、占道经营、机动车乱
停放等违法违规行为50余处 ，
街巷面貌焕然一新。”天坛东路
东侧街长陈四清介绍。

据悉，今年，体育馆路街道
已拆除各类违法建筑18708平
方米， 整治 “开墙打洞”201余
处。 拆除的违法建设有的恢复
了建筑本来面貌， 拓宽了人行
横道 ，有的变身绿地 、停车场 ，
改善了地区环境。 于佳 摄

本报讯（记者 边磊）12日22
时， 东城区景山东街、 景山西
街 、景山前街 、景山后街 、五四
大街等5条道路在内的核心区
道路架空线入地工程开始破土
动工，总里程3.46公里。

据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今年本市计划实施主次干
路、 支路胡同电力架空线入地
68条道路65.2公里。 截至当天，
国二招、 樱桃胡同、 体育馆西
路 、西直门南小街 、樱桃斜街 、
铁树斜街、马连道南街7条道路
5.4公里已完成入地， 拔除电杆
130余根。 目前月坛南街、月坛
北街、 三里河路等正在加快办
理前期相关手续。

今年， 本市将完成38条37
公里主次干路通信管道建设 ；

实施58条56公里主次干路电力、
路灯、电车馈线架空线入地；实
施845条216公里支路胡同架空
线入地及规范梳理。2018年，本
市将完成首都核心区主次干路
通信架空线入地38条37公里，电

力、路灯、电车馈线架空线入地
105条118公里；2019年， 完成核
心区支路胡同架空线入地及规
范梳理2058条523公里。 实施综
合整治的老旧小区跟进架空线
入地及规范梳理。 于佳 摄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记者
近日从北京儿童医院了解到， 7
月第1周， 门急诊总量相比6月最
后一周增长了约5%。 为此 ， 儿
童医院通过增设部分专业门诊和
延长检查时间等方式， 来应对暑
期门急诊高峰。

据介绍， 为迎接暑期高峰 ，
儿童医院根据往年经验， 通过采
用增设部分专业门诊、 增加出诊
医生、 简化门诊流程、 延长工作

时间等方式 ， 满足患者就医需
求。 其中， 营养膳食科增设了暑
期肥胖门诊、 眼科增设近视眼专
业门诊、 皮肤科增设湿疹专业门
诊和血管瘤专业门诊等。 同时，
一些科室还延长了检查时间， 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延长了纤维喉镜
检查时间； 眼科增加了小夜门诊
的验光、 眼底、 视功能等各项检
查； 皮肤科增加了治疗室特殊治
疗的开展时间等。

核心区五条道路开始架空线入地

天坛东路600余平方米楼顶违建开拆

市人大本周三邀请市民旁听会议

儿童医院增专业门诊迎暑期高峰

今天起本市12条公交线路调整
本报讯 （记者 盛丽）17日首

车起， 本市12条公交线路将进行
优化调整。其中,新开线路1条、调
整线路9条、撤销线路1条、调整营
业时间线路1条。

新开线路包括专62路， 首末
站为宣颐家园和地铁宋家庄站。
调整走向车辆包括调整341路，首
末站为德茂桥东和青云店公交场
站；调整555路，首末站为同心庄
公交场站和宋家庄枢纽站； 调整
342路，首末站为古城西桥公交场
站和翠福园小区； 调整582路，首
末站为怡乐南街公交场站和地铁
通州北关站；调整583路，首末站
为翠福园小区和地铁黄渠站；调
整8路， 首末站为华侨城和前门；
调整357路，首末站为昌平东关和

高崖口；调整884路，首末站为朝
凤庵村和北街家园六区西门；调
整专77路并变更路号为专123路、
专124路， 首末站为电子城产业
园。撤销504路。652路调整为早晚
高峰线路， 营业时间为开发区交
通 服 务 中 心 平 日 5:30 -9:30、15:
30-19:30，南站南广场平日6:30-
10:30、16:30-20:30，节假日停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