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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员
孙建国） 近日， 怀柔区汤河口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验科医生 ，
根据居民许朝凤的医保卡信息，
通过系统平台查找， 为其打印了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
院怀柔医院检查的大生化化验
单，打印完成总过程不到三分钟。
“以前我早上去怀柔看病，到下午
才能回来，现在方便了，在家门口
就能拿到检查结果。”许朝凤说。

记者从怀柔区卫计委了解
到，线上远程打印报告单，是两家
医疗机构建设紧密型医联体以

来， 为百姓提供的又一项惠民举
措， 怀柔医院检验结果公布30分
钟后， 汤河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即可提供远程打印服务。目前，
两家医疗机构已经达到互认水平
的项目共有22项。

去年8月，怀柔医院与该中心
签署紧密型医联体合作以来，两
家医疗机构开展了深度合作，实
现了诊疗信息共享以及双向转诊
绿色通道， 并将北京朝阳医院和
怀柔医院的专家号源下放到该中
心， 患者在山区就可预约朝阳医
院和怀柔医院专家号。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交管局获悉， 进入
三月以来， 本市早晚高峰交通压
力回升， 东部城区交通压力较为
突出， 早高峰中小学周边容易出
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 天气回
暖，市民出游活动将有所增多，市
区公园和远郊景点将逐步成为周
末交通热点。

近期北二环西直门桥区北向
南和东向西、 西南三环丰益桥南
向北、北五环广顺桥西向东、北四
环海淀桥西向东、 平安大街部分

路段东向西、 各条高速进京方向
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 长安街一
线通行压力也较为突出， 尤其对
东部进城方向车辆通行影响较
大， 建议东部地区进城方向的车
辆提前在五环路选择绕行广渠
路、京哈高速通行，或者选择绕行
朝阳路、朝阳北路、姚家园路等道
路通行。 预计本周早高峰东三环
南路、西直门北大街、远通桥、肖
家河桥、西三环中路、莲花池东路
等交通压力较大， 周一早高峰交
通压力将较为突出，东南二环、东

南三环仍将出现车流集中的情
况。晚高峰期间，东三环北路、远
通桥、将台路、北三环中路、西三
环中路等路段容易出现车行缓慢
的情况。

此外，本周气温回升，市区公
园、 远郊景点将逐步成为周末的
出游热点。从往年情况看，香山、
植物园将吸引大量游客， 周边卧
佛寺西路、香山路，以及远端的香
泉环岛、北五环、西五环等容易出
现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 建议市
民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前往。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3月10
日， 平谷区召开2018年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会议， 启动美丽乡村三年专项行
动计划， 发布2018年度涉及生态
建设和产业发展类的16项支农惠
农政策。

这16项支农惠农政策包括 ：
产业发展类补贴或奖励政策，涉
及果树家庭适度规模经营、 青年
返乡创新创业、养殖场（户）转型、
农业支持保护等方面； 生态建设
类补贴或奖励涉及“生态桥”治理
工程、煤改电、吊（土）炕禁烧等。
其中，在“煤改气”冬季采暖气价
补贴政策方面， 采暖季用气量在
820（含）立方米之内的部分，在享
受原有0.38元/立方米的补贴政
策基础上，再补贴0.7元/立方米。

用气量超过820立方米 ， 至1500
（含 ）立方米部分 ，给予0.9元/立
方米补贴。

在产业发展类政策中， 相关
负责人介绍， 为推进果品产业转
型升级， 鼓励农民通过土地承包
经营权出租、 互换、 转让的方式
进行流转， 解决平谷区果品生产
土地碎片化问题， 全区选取200
亩果园以上的果树专业村列入奖
励范围， 全村无弃管果园的村集
体经济组织将有机会获得100万
元奖励。 而在青年返乡创新创业
（农业） 奖励政策方面， 返乡创
新创业的平谷籍大中专毕业生及
转 业 、 退 役 士 兵 ， 年 龄 在 35
（含） 周岁以下的， 取得符合标
准的业绩， 就有机会获得一次性
奖励创业补贴5万至20万元。

海淀北下关老街变身文化展示长廊
科研成就画上墙 展示沿线单位在“一带一路”中的贡献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北京交
通大学与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成
立 “全球供应链和物流研究所”，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签署蒙内铁
路的动态检测及运行试验合同
……从北三环联想桥往南， 皂君
庙路连着大柳树路，3.8公里的道
路两侧 ，一幅幅3D画 、一块块宣
传展板、立体文化墙，展示着沿线
单位在“一带一路”中的贡献。这
里是由海淀区北下关街道打造的
“一带一路”宣传走廊。

皂君庙路———大柳树路这条
辖区重点道路 ，2017年完成了升
级改造。 清洗粉刷沿线建筑外立
面，规范道路两侧广告牌匾，增加
绿化面积……面貌一新的道路两
侧，为宣传长廊建设留下了空间。

“真没想到，铁道科学研究院
还跟‘一带一路’有关。就说这蒙
内铁路，‘根据远期规划， 将连接

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
达、布隆迪和南苏丹等东非6国’，
这条铁路的动态检测和运行试验

合同， 就被铁道科学研究院给拿
下了！”看着道路两侧刚刚安装完
成的宣传展板， 家住高粱桥斜街
的居民徐玉海和老伴感慨地说。

3D宣传画，有在沙漠里前行
的骆驼，有疾驰的和谐号列车，有
展翅高飞的大飞机，寓意着“一带
一路” 交通工具从骆驼到飞机的
演变。宣传展板上，一部分是有关
“一带一路” 的大政方针介绍，一
部分则是辖区单位的风采展示。

“这条路上， 有北京交通大
学、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还有中
国农科院等单位， 在走访过程中
我们了解到， 他们开展了很多跟
‘一带一路’有关的工作。我们借
此机会把这些内容都展示出来，
一方面展示了辖区单位的风采，

一方面也能增强辖区居民的自豪
感。” 北下关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像中国农科院，就成立了“全
球农业大数据与信息服务联盟”，
开展海外农业信息服务； 中国铁
道科学研究院， 去年参与了中国
高铁海外第一单———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至万隆高铁的建设， 这样
的大事都是通过这次走访才了解
到的，“确实很振奋人心， 让我们
倍感自豪。” 白莹 摄

今年本市将义务植树100万株
在有条件的区分别建“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

本报讯（记者 边磊） 3月12日
是中国植树节。 记者昨天从首都
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 今年
全市计划完成义务植树100万株，
抚育树木1100万株。 结合新一轮
百万亩造林绿化，从今年开始，力
争在每个有条件的区分别建成一
处区级“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
基地。目前，本市对外公布的社会
义务植树和林木绿地认养接待点
等正加紧准备，届时将通过“首都
全民义务植树网”公布，为公民提
供网络预约服务。

据统计，截至2017年，参与首
都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总人数已

达9688.8万人 （次 ），折合完成义
务植树2.03亿株， 为提高首都城
乡绿化美化水平，增强市民植绿、
爱绿、 护绿的文明意识做出了突
出的贡献。 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全
市要重点加大对自然保护、 设施
修建、 志愿服务类等新尽责形式
的引导和规范，力争均衡“分配”
尽责公民，避免市民厚此薄彼“扎
堆”尽责的拥堵现象。

据介绍， “互联网+全民义
务植树” 是新时代首都全民义务
植树组织形式和尽责方式的重要
创新。 据介绍， 今年全市将依托

“首都全民义务植树网 ” 平台 ，
为市民提供实体尽责和网络尽责
的双重服务。 四个市级 “首都全
民义务植树尽责基地” 将为市民
提供优质、 便利和多样的服务接
待工作 ， 并试点通过网络发放
“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尽责证书”，
提高首都市民履行植树义务的获
得感。

为实现园林绿化建设高质量
发展， 今年全市义务植树将严格
按照相关技术规范， 主要选择长
寿、 抗逆、 景观效果好的乡土树
种， 并加强树木养护管理， 确保
林木成活成林。

平谷今年推出16项政策惠三农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3月9
日， 东城特色商业街放心消费联
盟成立，涵盖王府井大街、前门大
街、南锣鼓巷、簋街等11条特色商
业街， 这些商业街除落实消费环
节经营者首问制度和赔偿先付制
度，还要求做到消费纠纷投诉“四
不出”，即不出柜台，不出楼层，不
出商场，不出特色街。

当天， 东城区2017年度市场
消费环境状况报告也同时发布。
据悉，2017年，东城工商共处理消
费者诉求7234件， 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1551.7万元。 查处各类
违法案件 6371件 ， 罚没款金额
1029万元。其中，针对预付卡消费
等纠纷高发领域，东城工商对200

余家经营预付卡企业开展集中行
政指导，引导8家投诉举报较为集
中的企业建立绿色通道快速和解
机制， 对11户未在登记住所开展
经营活动的经营主体列入 《企业
异常经营名录》， 对7户涉嫌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经营主体实施了行
政处罚。

东城11条特色商业街可以放心购

“把来自首都的爱心带到边疆”
普仁医院2名医务工作者将执行为期一年援疆任务

本报讯（记者 边磊）13日，北
京市普仁医院内科主治医师王清
华和检验科主管技师董旭将奔赴
新疆和田地区传染病医院， 执行
为期一年的援疆医疗任务。上周，
普仁医院为他们举办欢送会。

王清华和董旭是作为北京市
卫生计生系统第九批第二期援疆
干部参加援疆医疗任务的。 为使
两名同志安心工作， 医院党委书
记带领相关科室负责人前往王清
华和董旭家中进行了走访慰问，
同时询问了他们家庭生活中遇到
的实际困难。王清华和董旭表示，
未来一年，将以高度负责的精神，
保质保量地完成领导交付的任

务，把来自首都的爱心带到边疆。
据了解，自2012年至今，普仁

医院已派出5名援疆干部和1名援

藏干部， 他们在自身收获成长和
锻炼的同时， 也为大家树立了榜
样。 于佳 摄

本市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回升
天气回暖 公园和远郊景点成周末出行热点

怀柔乡村患者家门口打印化验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