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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北京
市第十三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昨天在人大附中通州校区拉开帷
幕， 首批34个 “北京市民终身学
习示范基地 ” 在会上挂牌 。 据
悉， 本市将分阶段建成100个市
级及一大批区级 “市民终身学习
示范基地”， 并以此为带动构建
“市民终身学习圈”。

今年是北京学习型城市建设
10周年。 10年来， 北京学习型城
市建设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16个
区均建成学习型城市工作先进
区， 西城区、 房山区、 顺义区、
门头沟区、 延庆区等5个区建成
学习型城市工作示范区， 涌现出
众多学习品牌以及数百名 “首都
市民学习之星”。

2017年 ， 全市开展了首批
“北京市民终身学习示范基地 ”
认定工作， 最终认定首批 “示范
基地” 34个。 据悉， 本市将分阶
段建成100个市级及一大批区级
“市民终身学习示范基地”， 为市

民提供学习、 体验、 创新、 交流
的平台。

会上， 通州区的 “通学网”
正式开通。 “通学网” 依托北京
市终身学习平台 （“京学网”） 的
资源和服务优势， 将与京学网、
各区学习网互通互联 、 资源共
享， 共同打造开放共享的市民终
身学习智能化公共服务平台， 提
供个性化、 定制化的公益性学习
服务。

学习周期间， 全市16个区、
部分委办局、 在京高等学校同期
将举办500多场各类学习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相关负
责人做客北京交通广播时介绍 ，
北京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 从回
龙观到中关村， 目前正在审批，
明年下半年有望投入使用。

市交通委路政局项目中心副
主任王栋介绍， 从回龙观到上地
中关村有两条高速 （京藏和京
新）， 使得高速公路东西两侧的
联系太弱， 公交也难以直达。 为
解决 “回龙观至上地” 非机动车

出行不便问题， 路政部门正在进
行回龙观至上地中关村软件园自
行车专用路研究工作。

“我们研究了一年，选定了这
个区域，这个区域每天1.2万人出
行。根据地铁数据，从13号线回龙
观或龙泽站上车， 西二旗地铁站
下车的每天就有4千人左右。”王
栋说，“这个距离5公里左右，非常
适合自行车骑行。”据了解，该条
线路为本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为
试点线路， 线路走向方案尚处前

期研究阶段： 起点暂定为同成街
与文华路相交路口， 沿城铁13号
线北侧绿地布线， 向西经地铁回
龙观站、龙泽站上跨京藏高速，下
穿京包铁路、上跨龙域东一路，沿
龙域环路北侧绿地至西二旗北
路， 终点为西二旗北路与龙域西
二路相交路口 。 路线长约6.4公
里， 后接入地方路系统， 到上地
中关村软件园。 该自行车专用路
上有物理隔离， 净宽6米， 布置5
条车道，未来可能有潮汐现象。

本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有望明年使用

11月28日至29日， 中国和东南亚及周边国家首都警务执法合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 昨天下午， 来自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东盟
警察组织、 东南亚及周边国家的18个代表团 （包含中国） 来到北京市
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训练基地， 观摩了北京反恐特警演练， 参观
了警用装备和消防装备， 对北京警方的技战术水平纷纷点赞。 图为蓝
剑突击队队员进行演练。 本报记者 陈艺 闫长禄 摄影报道

蓝蓝剑剑出出击击

本报讯 昨天 ， 北京市朝阳
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事件调查
情况公布。

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
事件发生后， 北京市纪委、 市监
委会同朝阳区纪委、 区监委成立
调查组， 启动相关调查工作。

经查 ， 朝阳区教委主任肖
汶、 副主任付琳， 存在对民办教
育机构监管缺失的问题； 朝阳区
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科科长韩
斌， 工作中存在失察失责、 履职
不到位的问题。 针对以上情况，
朝阳区纪委、 区监委决定对上述

责任人员予以立案调查。
目前， 全市正在开展幼儿园

安全隐患排查、 规范幼儿园办园
行为检查、 师德师风教育， 市、
区纪委监委将继续加强监察工
作， 对存在的问题， 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 （王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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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拟划居住停车区实行居住停车价
市人大常委会再审停车条例 2019年底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今
后， 本市将逐步划定 “居住停车
区”， 停车人在划定的居住停车
范围内停车， 可以按照 “居住停
车价” 来付费。 昨天， 市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十二次会
议 ， 《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
（草案三次审议稿）》 进行审议。

条例三审稿提出， 确因居住
小区及其周边停车设施无法满足
停车需求的， 区人民政府、 乡镇
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可以组织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交通行政等
相关部门 ， 按照规定在 居 住 小
区 周 边 支 路 及 其 等 级 以 下 道
路设置临时居住停车路段、 泊
位， 明示居民临时停放时段。 影

响交通运行的， 应当及时调整或
者取消。

对于如何收费， 对此， 有委
员和代表提出， 居住停车价格具
有民生性质， 应当以满足当地居
民停车需求为重点予以考虑。 据
此， 三审稿中增加了新的内容，
本市逐步建立居住停车区域认证
机制， 停车人在划定的居住停车
范围内停车， 可以按照居住停车
价格付费。

同时， 三审稿提出， 本市对
驻车换乘停车设施和道路停车实
行政府定价， 道路停车收费应当
按照城市中心区域高于外围区
域、 重点区域高于非重点区域、
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原则确

定， 并根据高于周边非道路停车
收费价格的原则动态调节 。 同
时， 本市对其他停车设施实行市
场调节价， 可以根据地理位置、
服务条件、 供求关系等因素自主
定价。

另外， 2019年底， 全市路侧
停车电子收费将实现全覆盖。 为
避免实行电子收费后， 道路停车
经营企业转包、 议价等行为， 三
审稿规定，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制定协议示范文 本 ， 并 将
擅自转包 、 不执行电子收费 、
议价等行力， 纳入终止协议的情
形 。 市 交 通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
区 人 民 政 府 应 当 监 督 协 议 执
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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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进老旧小区 居民可“先尝后买”
年底前老旧小区增设电梯200部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今年
全市为老旧小区增设电梯预计将
投入财政资金1.3亿元，年底前完
成200部，力争2020年当年实现增
设电梯1000部以上。昨天，在市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上， 副市长隋振江向市人大常委
会报告了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改造
等具体情况。

隋振江表示，目前，市政府在
城六区和城市副中心选择10个小
区作为新阶段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试点， 并纳入本市疏解整治促提
升专项行动。试点项目共76栋楼、
43万平方米、居民5600余户。改造
内容采用“菜单式”，根据居民意
愿确定， 重点是增设电梯和补建
停车位。

隋振江表示，截至目前，全市
已完成电梯安装并投入使用72
部，正在施工245部，根据施工进

度， 年底前将再完成安装并投入
使用130部。

在2017年完成200部电梯的
基础上，逐年增加，力争2020年当
年实现增设电梯1000部以上 。隋
振江说，用好“代建租用”、产权单
位或集体出资、 业主自筹自建三
种模式，加大增设电梯推进力度，
先易后难。各市政专业公司按照
民生工程要求制定专业管线改
移工作程序和取费标准， 将管线
改移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另外， 老旧小区如何能实现
“长治久安 ”？ 对此 ， 隋振江表
示， 综合整治后， 通过 “先尝后
买” 等方式， 将专业化物业服务
引入老旧小区， 培养居民对物
业服务的付费意识 ， 逐步提高
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水平， 实现由
“准物业” 管理向专业化物业管
理转型。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市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定， 北
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将于2018年1月24日召开。
根据相关规定， 截至2017年

11月25日， 本市各区和解放军驻
京部队共17个选举单位， 依法分

别 召 开 了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和 军
人 代 表大会 ， 选举产生出北京
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771名。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明年1月24日召开

本报讯 昨天，大兴区西红门
镇“11·18”重大火灾事故责任调
查情况公布。

“11·18” 重大火灾事故的发
生， 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
失 ， 形成恶劣影响 。 事故发生
后， 市纪委、 市监委会同大兴区
纪委、 区监委对火灾事故涉及单
位和部门的监管责任与履职情况
开展调查。

经调查， 大兴区政府副区长
杜志勇作为全区分管安全工作的
主管领导， 对安全生产日常检查
把关不严，督查整改不力，对该事
故负有领导责任。目前市纪委、市
监委已对杜志勇进行立案调查，
暂停其副区长职务。

大兴区西红门镇党委书记郑
亚君负责领导镇党委全面工作，
对该事故负有领导责任； 镇长司
文韬主持镇政府全面工作， 作为
全镇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 抓安
全生产履职不到位， 对该事故负
有领导责任。大兴区纪委、区监委
决定，对郑亚君予以立案调查，暂
停其镇党委书记职务； 对司文韬
予以立案调查，暂停其镇长职务。

大兴区纪委、 区监委对火灾
事故应负直接责任的西红门镇安
全科科长李建华、 西红门镇安全
科检查三队队长马庆立， 分管安
全工作的西红门镇党委委员杨学
叡、 镇社保所所长刘庆楠、 镇长
助理马连义以及新建二村党支部

书记、 村主任郑淑芝， 原党支部
书记杨占林， 党支部副书记孙志
远 ， 村委委员兼村安全员郑宝
良， 村委委员马全新10人予以立
案查处。

市纪委、 市监委将继续开展
调查工作， 根据调查进展对其他
相关单位或责任人员进一步立案
调查。

另据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消
息，11月29日，大兴区检察院对公
安机关移送的大兴区西红门镇新
建二村火灾事故涉案犯罪嫌疑人
樊某某等8人依法进行审查，以涉
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作出批准逮
捕决定，交由公安机关执行。

（王皓）

大兴区西红门镇“11·18”重大火灾
事故责任调查情况公布

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
事件调查情况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