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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实现道路客运联网售票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记
者从北京铁路局获悉， 从10月12
日4时开始， 石家庄至济南客运
专线， 藁城南站至平原东站 （不
含 ） 开始联调联试 。 以此为标
志， 石济客专距最后正式开通运
营进入倒计时阶段。

石 济 客 专 正 线 全 长 310.2
公 里 ， 其 中 北 京 铁 路 局 管 内
229.24公里， 济 南 铁 路 局 管 段
80.967公里。 据悉， 此次进入联
调联试的藁城南至平原东站 （不
含）， 线路全长188公里， 占北京

铁路局管辖长度82%。 其主要任
务 , 是在前期完成工程静态验收
和相关问题整改并确认合格后，
以设计速度为目标， 采用检测列
车、测试动车组、综合检测列车和
相关检测设备， 在规定测试速度
下对全线轨道、 道岔等15大项内
容进行系统调试和优化， 进而为
随后开展的动态验收提供技术依
据， 为运行试验和最后开通运营
提供科学合理的运输组织方案。

按照工程进度， 石济客专将
于今年底先行开通到济南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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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北京城市道路养护中心相关
负责人做客北京交通广播 “治堵
大家谈” 节目时介绍， 今年计划
对600公里自行车道和步道进行
治理， 包括朝阳路、 朝阳北路等
道路步行自行车系统， 计划12月
底前全部完成 。 另外 ， 回龙观
（天通苑至中关村） 近九公里自
行车高速路也正在规划中， 或将
于明年逐步落地。

北京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

副主任甘锋、 管理科科长杨扬做
客 “治堵大家谈” 节目时， 谈到
了本市慢行系统的建设和整治。
此前， 本市发布了 “十三五” 交
通规划， 根据规划， 到2020年 ，
本市将再完成3200公里步行自行
车系统治理。

杨扬介绍了自行车道和步道
治理的措施， 比如， 针对港湾式
公交站台公交车与非机动车通行
存在冲突位置的问题， 把非机动
车道改移到站台后侧， 使非机动

车在站台位置绕到站台后侧， 保
证非机动车在站台位置可以连续
安全通行。 针对机动车非法停车
问题， 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道路
拓宽， 或安装护栏， 保证非机动
车行车宽度。 上述措施有效提高
了自行车通行的舒适度。

按照“区域连通，成片成网，
综合交通、环境治理，形成规模”
的目标， 2015年， 本市完成了二
环辅路的步行自行车系统治理。
为达到成网成片的规模效应，经

市交通委研究，2016年，选取三环
辅路作为步行自行车系统治理工
程的重点治理工作。记者了解到，
去年的三环路慢行系统整治效果
非常明显， 其中国贸和双井区域
最为明显。 项目实施后， 北京工
业大学开展了三环辅路慢行系统
实施评价的研究。 研究显示， 机
动车侵占率由原来18.24%下降到
6.13%，下降了12.11%。随着共享
单车的兴起和设施的完善， 行人
交通量提高了4.42%，非机动车交

通量提高了51.85%。
而今年， 计划对 600公里自

行车道和步道进行治理。 包括朝
阳路、 朝阳北路等道路步行自行
车系统， 目前正在组织实施， 计
划12月底前全部完成。

另外， 天通苑至中关村近九
公里自行车高速路也正在规划
中， 或将于明年逐步落地。 “自
行车高速路一部分是在地面上，
一部分是高架的形式， 双幅道路
宽度可能达到5米至7米”。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
国庆中秋长假期间， 全市未接到
人感染H7N9禽流感、 中东呼吸
综合征等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报
告， 也未收到其他传染病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报告， 全市疫情总
体平稳。

据悉， 为确保节日期间全市
不发生重大传染病的流行， 市各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
都实行了24小时疫情监测及应急
值守制度。 10月1日0时至10月8
日24时， 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
1402例， 死亡2病例。 其中， 甲
类传染病无病例报告； 乙类传染
病共报告296例， 较去年同期的

363例下降了18.46%； 丙类传染
病共报告1106例， 较去年同期的
1318例下降了16.08%。 同时， 全
市共报告聚集性病例1起， 为病
毒性胃肠炎聚集性疫情。

市流感监测数据显示， 国庆
期间全市421家一级以上医疗机
构累计报告门 、 急诊就诊人数
670656人， 流感样病例的人数为
10442人 ， 流 感 样 病 例 百 分 比
为 1.56%， 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
上升。

同时， 节日期间全市狂犬病
免疫预防门诊共接诊犬咬伤病
例 5523人，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
升 12.71%， 全市未接到狂犬病例
报告。

位于通州 销售价格为20000元/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 李婧） 昨天，

本市土地交易市场成交了3宗住
宅用地， 土地面积约18公顷， 建
筑规模约29万平方米， 其中共有
产权住房建筑规模约9万平方米。

随着 《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
管理暂行办法》 于9月30日起实
施， 我市共有产权住房的土地
供应也在明显加速。 9月30日当
天， 北京土地市场就集中供应
了 4宗共有产权住房用地， 分别
位于海淀区、 朝阳区、 昌平区和

大兴区。
昨天成交的这宗共有产权住

房用地位于通州区， 土地面积约
8.2公顷， 总建筑规模约9.8万平
方米， 该宗地居住建筑规模将全
部用于建设共有产权住房， 销售
价格为20000元/平方米 （含全装
修费用）。

除了共有产权住房， 昨天北
京土地市场还成交了两宗 “限房
价竞地价” 地块， 分别为海淀区
四道口地区 I地块 F1住宅混合

公建用地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河西区X94R1地块R2二类居住
用地。

自行车高速路有望明年逐步落地
今年治理600公里自行车道和步道 朝阳路、朝阳北路慢行系统年底完善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从
昨天举办的北京市学区制管理和
集团化办学工作推进会上获悉，
本市已有逾六成中小学纳入学区
范围， 学区制管理和集团化办学
体系已基本建立并完善。下一步，
本市将继续新增建设一批优质
校， 把一批新建校纳入名校集团
内，使之不是“零起点”，强化名校
的辐射作用。

以往小学、 中学可能一墙之
隔却互不来往。 实行学区、 集团
化办学后 ， 两校的操场 、 实验
室、 图书馆得以相互开放， 学生
共享软硬件资源。 近年来， 本市

不断加大政策引导与扶持力度，
支持各区进行学区制、 集团化等
优质资源扩增模式的改革探索，
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缓
解择校矛盾。

截至目前 ， 全市共有学区
131个 ， 覆盖12个区1053所法人
学校， 占到中小学总数的64.6%，
平均每个学区有8所学校， 学区
在校生总数为96.8万人， 平均每
个学区在校生有7400多人。 学区
和集团化办学研究项目负责人杨
志成表示， 市里不会对学区和集
团的比例和数量做硬性要求， 一
切看发展成效。

会上还启动新增优质学校建
设计划以及通州区基础教育质量
提升支持计划（2017-2020年）。新
增优质学校建设分为三类， 一类
是以各区为主， 通过区域内进一
步资源整合进行建设， 比如集团
化办学等方式，涉及40余所；一批
是属于城区对口支持郊区办学，
主要由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
台区来支持远郊区； 还有一批为
市教委统筹规划建设， 将在近郊
和人才引进地区规划建设10所优
质学校。 通州计划的一项重要举
措， 就是31所城区优质校与通州
区31所学校开展手拉手合作。

本市逾六成中小学纳入学区范围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昨
天了解到， 北京市发改委2017年
版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公布。调整
后， 全市发改系统权力清单包括
行政职权事项115项。

据了解 ，2017年版权力清单
存在多处变化。首先，从“市级清
单”变为“系统清单”。今年，市发
改委首次牵头组织各区发改委集
中梳理和规范区级权力清单工
作， 确保同一职权事项在纵向不
同层级、横向不同区之间“统一类
别、统一名称、统一依据、统一编
码、统一实施主体”。此次2017版
权力清单中， 全市发改系统权力
清单包括行政职权事项115项，其
中市级独有事项23项， 市区共有
事项86项，区级独有事项6项。

第二个变化划转31项行政职
权至市城市管理委。比如，去年7

月28日， 新组建的北京市城市管
理委员会挂牌。 按照市编办及市
政府办公厅相关文件， 原市发改
委煤、 电、 油等能源日常运行管
理，煤炭、电力的行业管理，以及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站）的建设和
运营管理职责划入市城市管理
委，共涉及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
7个类别31项行政职权事项。

变化三是调整三项行政职权
事项。 具体包括： 下放 “重点用
能单位能源管理负责人备案” 事
项至各区发改委， 根据节能法律
法规相关规定， 能源管理负责人
备案工作由各区发改委审核备
案， 市发改委将把更多精力放在
制定标准、 政策， 加强指导、 监
督， 区级政府部门把更多精力放
在规划政策实施 、 日常监督执
法、 服务基层群众； 取消 “各区

发改委对市级权限内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的节能审查初审”事项，深
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工作要
求，精简行政审批事项，优化本市
营商环境、 减少企业办理该事项
的流程，缩减办理时间，提高办理
效率；取消“境外投资项目类”核
准事项，调整为“境外投资项目备
案 ”事项， 纳入2017版权力清单
其他权力事项中。

此外， 还有一个变化是制定
本部门行政职权事项责任清单。
按照市政府和市编办相关要求，
市发改委参照市政府公布的 《行
政职权运行通用责任清单》，对应
此次2017版权力清单中的每项行
政职权， 细化每项行政职权运行
过程中各环节应当履行的责任事
项，形成了市发改委《行政职权运
行责任清单》。

市发改委公布2017年版权力清单

首儿所开设推拿特色治疗室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记者从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
医院了解到， 该院已开设了小儿
推拿按摩特色治疗室， 治疗小儿
呼吸、 消化系统的常见疾病。

推拿门诊开放时间为每周一
至周日上午8： 00至12： 00， 下
午13： 00至17： 00。 治疗适应症
包括小儿感冒发热、 咳嗽痰喘、
腹痛腹泻、 便秘、 呕吐、 厌食、
积滞等。

同时， 首儿所提示， 并非所
有患儿都可推拿治疗。 后背有疖
肿、 外伤或患有某些严重的皮
肤 病而出现背部皮肤破损 者 ；
患 有 某 些 严 重 的 心 脏 病 ， 施
术 时 由 于 小 儿 哭 闹 可 能 加 重
病 情 甚 或 出 现 意 外 险 情 者 ；
患 有 某 些 出 血 性 疾 病 ， 由 于
捏拿脊背或因小儿哭闹可能会
加重局部或全身的出血倾向者，
均不适合推拿治疗。

石济客专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本市成交一宗共有产权住房用地

新华社电 记者从交通运输
部获悉 ， 经过两年多努力 ， 目
前， 京津冀三地已基本完成道路
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建设并实现联
网运行， 联网售票范围覆盖京津
冀地区68个二级及以上客运站，
预计今年内达到100个。

京津冀区域联网售票一体化
系统整合了三地资源， 推出联网
售票网站、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

号、 站际互售客户端四大服务入
口。联网售票支持跨省购票、线上
退票、快捷乘车等功能，方便乘客
提前规划行程，充分体现了“互联
网+便捷交通”的服务理念。

据介绍， 京津冀道路客运联
网售票一体化， 项目由中国交通
通信信息中心提供相关技术支
持， 京津冀三地道路运输主管部
门协同推进。

国庆中秋期间全市疫情平稳

调整后全市发改系统权力清单包括行政职权事项115项

未来将增三类优质校建设 城区31校将与通州“手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