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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昨天
上午， 北京市公安局缓堵办召开
2017年上半年缓解交通拥堵工作
汇报会。上半年，核心区和市区路
网主干道拥堵有所缓解， 交通延
时指 数 1.44、 同 比 下 降 2.86% ，
“122”事故、拥堵报警同比分别下
降7.2%、19.4%。下半年，市公安局
将继续在“治堵、治乱、治祸”三个
方面发力。

截至目前， 全市共治理销账

白纸坊、大悦城、刘家窑等110处
堵点乱点， 按进度完成了 “停车
示范大街创建 ” “拥堵节点改
造” 等21项重点任务。 核心区和
市区路网主干道拥堵有所缓解，
城六区累计投入缓堵资金21.87
亿元， 启动疏堵工程90项， 建设
次干路、 支路81条， 打通小区、
胡同断头路12条。

截至6月底，在医院、学校、居
民社区周边深挖道路资源， 新增

停车泊位7164个。同时，在全市范
围大力推行 “闲置车位共享”，日
间将社区内空闲车位供市民接驳
停放， 晚间将社区周边商场、公
园、 单位内部空闲车位供居民停
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停车缺口。

市公安局副局长、 市局缓堵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田运胜在会
上介绍了下一步缓堵工作重点，
治堵方面， 围绕全市环路、 联络
线、主要大街等重点道路，持续开

展静态停车治理、交通组织改造、
交通标志设施调整、 交通秩序综
合治理；围绕首都核心区路网，以
“单行交通组织”为手段，全面开
展交通组织优化调整。 针对突出
堵点堵道， 通过优化交通信号灯
配时、调整完善交通标志标线、优
化交通组织等手段， 加大单向交
通组织、可变导向车道、潮汐车道
等措施推广运用， 最大限度提高
时空资源利用率。治乱方面，持续

加大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非机
动车行人闯灯越线等违法行为整
治力度。巩固静态停车治理成效，
固化完善静态停车社区化治理模
式， 复制推广缓堵亮点工程经验
措施。治祸方面，严厉整治大货车
违法， 针对货车交通安全隐患突
出问题，综合运用渠化路线、视频
监控、依法重罚等手段，严格控制
货运车辆违法上路行驶， 防范重
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本市将继续“治堵、治乱、治祸”缓解拥堵

下半年发力整治机动车不让斑马线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
日， 北京市安监局执法人员对密
云区北京名都酒业有限公司进行
执法检查， 发现企业存在酒库与
勾兑车间、 灌装车间防火间距不
足、 场区内消防设施严重缺失以
及白酒储存、 勾兑场所未设置乙
醇浓度检测报警装置等突出安全
隐患问题。 对此， 执法人员依法
下达了停产停业整顿相关执法文
书 ， 责成企业立即全面停产停
业， 彻底整改安全隐患。

执法现场， 企业负责人对存
在的安全隐患表示认同， 并诚恳
表态坚决执行有关执法指令， 在

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 全 面 彻 底
整 改 安 全 隐 患 。 该 负 责人介
绍， 企业已经与山西省轻工设计
研究院签订协议， 由山西省轻工
设计院对厂区、 设备设施及生产
线进行改造设计， 预计年底前完
成整改。

下一步， 执法人员将对企业
隐患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督查， 并
对企业停产整顿及原酒清理情况
进行复查。 在此基础上， 执法总
队将对采取行政强制、 提请关闭
等行政执法流程进行明确规范，
指导各区依法依规开展相关执法
行动。

密云一白酒制造企业被责令整顿

本报讯 （记者 阎义） 世界母
乳喂养行动联盟确定， 每年8月1
日至7日为 “世界母乳喂养周”。8
月1日，丰台区举办了普及母乳喂
养知识的活动。

据了解， 由丰台区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主办、 区妇幼保健
院承办的这个活动主题是 “母乳

喂养 共同坚持”。活动中，市级产
科专家普及了母乳喂养的好处等
知识。 区卫计委向产妇发出倡议
“坚持纯母乳喂养婴儿6个月”。有
过母乳喂养经历的人讲述了母乳
喂养的好处，供在场的人士分享。
当天，还进行了舞蹈“为爱坚持”、
互动演练“奶爸大比拼”等。

丰台卫计委向准妈妈普及母乳喂养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中高
考英语听说考试时间确定。 记者
昨天获悉， 听力考试实行一年两
考方式 ， 将从今年12月开始实
施。 下一步， 市教育考试院将公
布中高考英语听说机考 《考试说
明》。

根据安排， 高考英语听力考
试时间为2017年12月16日和2018
年3月17日； 中考英语听力口语
考试时间为 2017年 12月 23日和
2018年3月24日 ， 均为星期六 。
应届中考生和高考生可从两次机

考中任意选择一次或两次参加，
取成绩最高的那次计入中高考总
成绩。 中考听说机考时间约为30
分钟左右。 高考听力考试时间约
为20分钟左右。

市教委要求， 在前期建设的
基础上， 各区教委要认真组织好
区级层面考点考场建设质量、 设
备 、 环境等方面的检查验收工
作， 确保考点考场设备、 环境符
合建设与考试要求。 各区教委要
结合本区考点考场建设实际， 做
好考试组考工作方案和处置突发

事件预案， 为考试的安全顺利实
施做好各项准备。 此外， 考试院
要组织开展对考试软件系统的第
三方安全测评， 确保考试系统安
全运行。

为确保中高考英语听说机考
的顺利实施， 今年9月， 北京市
教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全市各区
考点考场的建设情况进行检查。
市教委同时要求， 做好考点考务
工作人员特别是系统管理员、 监
考员的业务培训， 不经培训不得
上岗。

中高考首次英语听力机考12月举行
今年高考英语听力考试时间12月16日 中考考试时间12月23日

草厂文保区15处二层违建开拆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八月底

前， 草厂文保区违法建设将全部
拆除完毕，对于确有困难的居民，
将以各种方式解决生活困难。

鲜鱼口及草厂三条至十条胡
同是北京市25片文保区之一。 正
南正北的胡同、 修缮一新的四合
院彰显该区域深厚的文化内涵。
然而， 草厂文保区个别院落凸显
出来的二层违建大煞风景， 与这
一区域整体风貌和文保要求格格
不入。

自去年以来， 东城区前门街
道对该文保区存在的二层违建情
况进行全面摸底， 并依法拆除部

分二层违法建设。 截至目前， 仍
存在15处。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该处违
建位于草厂三条44号院门道上
方， 面积约8米左右， 该违建不
单与周围风貌不符， 还存在私拉
电线、 环境脏乱等诸多问题。 拆
除前， 前门街道城建、 城管、 物
业等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了大量的
思想引导工作， 取得了相对人的
谅解。 整个拆除过程平稳有序。

下一步， 前门街道将把草厂
文保区二层违建拆除工作与背街
小巷治理、 “百街千巷” 环境整
治提升相结合， 恢复文保区平房

风貌， 不单要实现草厂文保区的
胡同整洁， 还要确保该区域院落
干净。

据介绍， 前门地区今年入账
违建253处， 共8573平方米 ， 目
前已经拆196处， 4642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8月2
日晚19:30至22:00， 首发集团安
畅分公司路产四大队与朝阳支队
京津唐高速大队在京哈高速公路
白鹿收费站前开展道路遗撒专项
治理， 维护首都高速安全畅通 。
本次专项治理将持续到8月5日。

近期在京哈、 六环等高速公
路上发生多起道路遗撒肇事案
件，交通事故比较集中。尤其正值
暑期旅游高峰和防汛重要时期，
道路遗撒对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
形成了巨大威胁。 为进一步遏制
此类事件发生，路产四大队于7月
中下旬集中开展道路遗撒专项治
理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首发安畅分公司路产四大队
副大队长周毅告诉记者 ， 治理
中， 大队工作人员首先向过往车
户发放 《致司机朋友一封信 》，
宣传道路安全政策法规， 告之道

路遗撒对行车安全的危害性， 同
时鼓励和发动广大车户参与依法
监督举报， 共同维护道路畅洁环
境。 还要配合交警对进站运输渣
土、 石料等散装货物的大货车进
行安全检查 ， 未按规定采取苫

盖、 捆扎措施的， 要求司机现场
进行整改 ， 不能整改的给予劝
离、 处罚。 当天共计查处超限货
车5辆， 分别给予超限超载违法
车辆2分200元的违章处罚。

白莹 摄

首发集团集中治理高速道路遗撒

全市200余家医院全天开设肠道门诊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
其他感染性腹泻居上周法定传染
病报告病例数首位 ， 相比上周
下 降 9.94% 。 同 时 ， 为防治肠
道传染病全市每年于4月1日到10
月31日在各级医院开设肠道门
诊， 今年已经在全市200多家医
院开设了24小时肠道门诊， 方便
市民就诊。

进入夏季以来 ， 北京市温
度和湿度均较高， 细菌性肠道
传染病也随之进入发病高峰。
从1月初到7月底， 北京市各医疗

机构肠道门诊累计报告就诊患者
93000余 例 。 全 市 共 报 告 痢 疾
4779例 ， 发病率22/10万 ， 其它
感染性腹泻病例约 24300例 ， 病
率 112/10万 ， 总 体 来 看 ， 肠
道传染病的报告发病情况和去
年持平。

为防治肠道传染病的流行 ，
今年， 已经在全市200多家医院
开设了24小时肠道门诊。 在11月
1日至第二年3月31日冬春两季，
各区也会分别保留医疗机构的肠
道门诊24小时开诊， 市民如发现
腹泻可及时前往肠道门诊就医。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由外
国网红担当 “皇城御史”， 通过
Facebook、 Twitter等海外媒体资
源， 向全球推广皇城旅游路线，
向世界展示魅力北京。 北京市旅
游委新媒体整合创意营销活动
“皇城御使” 8月2日闭幕。

“皇城御史” 是北京市旅游
发展委员会贯彻 “一带一路” 合
作倡议， 推动入境旅游市场繁荣
的一次精准营销案例。 市旅游委
主任宋宇介绍， 此次海外营销推
介活动有针对性地制定北京旅游
海外市场推宣策略、 利用新媒体
及网络达人等年轻化、 市场化的

营销手法开展工作， 向全球展示
北京旅游， 进行及时分享报道，
让更多人了解皇城北京。

活动自5月份启动 ， 短短的
一个多月时间 ， “皇城 御 使 ”
活动网站的线上招募就获得超
过5万次页面浏览量， 北京旅游
首部官方VR虚 拟 视 频 宣 传片
也跟随活动启动同步进行 了 全
球 发 布 。 最 终 ， 来 自 英 国 的
著名网红家庭 （Family Fizz， 菲
兹家庭， 网络电视台频道浏览量
超过3700万次） 和美国90后百万
视频博主 （Parker Ferris， 帕克·
费里斯） 获选。

市旅游委推新媒体整合创意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