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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北京去年超额完成商品住宅供地任务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新年上
班第一天， 由中建一局二公司履
约的通州区运河核心区 II-07地
块项目 （北京远洋新光商业综合
体）进入钢结构吊装的繁忙工作,
标志着通州核心区首个超高层工
程正式进入钢结构安装快车道。

通州核心区Ⅱ-07地块工程
为超高层建筑工程， 由1栋主楼
及配套裙楼组成， 其中主楼地下
3层 ， 地上45层 ， 建筑高度239
米 ， 钢结构工程量约 1.6万吨 ，

主要构件类型是钢板墙、 圆管钢
柱、 十字型钢柱、 钢桁架等。 该
工程为集合商业、 办公为一体的
超高层城市综合体， 是北京市通
州核心区重点工程。 工程面临结
构超高、 规模庞大 、 功能繁杂、
系统复杂、 建设标准高等挑战，
中建一局二公司将BIM技术与超
高层相融合， 在钢结构施工中通
过碰撞检查、 深化设计、 物联网
追踪等应用， 以信息化手段攻克
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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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北京
市2019年高校高水平艺术团招生
统一测试已于2018年12月16日完
成 。 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 ，
从1月4日起， 考生可登陆考试院
网站查询高水平艺术团招生统测
结果。

2019年高水平艺术团招生采
取全市统测与招生学校测试相结
合的办法。 其中高水平艺术团招
生统测为资格性测试 ， 满分为
100分； 测试结果分为合格与不
合格， 60分 （含） 以上为合格，

60分以下为不合格。 取得高水平
艺术团特长生资格的考生要参加
2019年统一高考， 在填报高考志
愿时， 考生要选择本人已被认定
为高水平艺术团特长生资格的院
校 （或称签约院校）。

在录取阶段， 市高招办将依
据考生填报的志愿、 志愿高校在
本市本科最终模拟投档线及事先
公示的高考文化课成绩的优惠分
值 （且不低于北京市相关最低录
取控制参考分数线） 进行特殊类
型志愿投档，由招生校审核录取。

本报讯 北京市规划自然资
源委2日消息， 截至2018年12月
底， 北京共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
用地 417公顷 ， 计划完成率为
119%， 超额完成年度总量任务。

其中公租房 、 棚改安置房 、

定向安置房和中央军队用地等结
构任务均超额完成， 在保障民生
的同时， 主动实现 “四个服务”。

此外已供应及纳入 “上市项
目库” 商品住宅用地共计732公
顷，完成年度650公顷供地任务的

113%（其中共有产权住房用地207
公顷，计划完成率为103%）。

据悉， 2019年商品住宅供地
计 划 在 2018年 四 季 度 已 开 始
谋 划 ， 将 适 时 向 社 会 公 布 做
好准备 。

通州核心区首个超高层项目进入钢结构安装

80家餐饮企业成为经营规范示范店

京原铁路将变身市郊铁路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昨天

上午，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城市铁
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做客北京交通广播“治堵大家谈”
节目。相关人士表示，未来北京还
将充分挖掘既有铁路线的资源，
开辟更多的市郊铁路。

目前， 北京共开通运营三条
市郊铁路，分别为S2线、副中心线

和怀密线。 北京城市铁路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对
于贯穿房山并连接十渡等风景区
的京原铁路， 北京市已与铁路部
门达成一致， 未来将会推进市郊
铁路京原线的建设工作，现在正进行
前期研究。开通后，将沟通西南部
与中心城区，成为通勤快速通道，
并成为沿线特色文化休闲旅游的

通道，也将成为山区“生命线”。
对于连接门头沟与大台之间

的“门大线”，北京市正在做相关
前期储备研究， 未来将成为旅游
特色线路，服务门头沟区旅游。

事实上，相比地铁建设，市郊
铁路在经济上更占优势。 原有铁
路线往往会造成城市割裂， 开辟
成市郊铁路后， 可以加速线路周

边融合，同时建设速度也更快。
相关人士表示：“传统地铁工

期可能在4到5年，但怀密线、副中
心线都是当年批复、 当年开工建
成，一年内就可以建成。” 以前铁
路客运是为了中长途及城市间运
输服务的， 随着高铁建设和非首
都功能的疏解， 今后部分铁路资
源也将逐渐让渡给城市出行使

用。不过，继续使用传统的铁路运
营模式会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在
开行怀密线、副中心线的同时，还
会对车站周边的交通接驳进行改
善。 由于车站位置与城市中心存
在一定距离，因此在未来规划上，
将会推进铁路、地铁、市郊铁路等
融合发展， 车站周边最后一公里
的出行将得到改善。

“门大线”开通后将服务门头沟区旅游

制作正宗北京烤鸭将“有法可循”
本报讯 （记者 阎义） 近日，

由北京烹饪协会主持编制的 《京
菜 传统挂炉烤鸭烹饪技术规范》
和 《京菜 传统焖炉烤鸭烹饪技
术规范》 正式对外发布。

据悉， 该标准是本市餐饮行
业首个针对京菜传统挂炉、 传统
焖炉烤鸭烹饪技术规范的团体标
准， 从挂炉、 焖炉烤鸭的定义 、
原辅材料及要求 、 烹饪器具 、
制作工艺 、 装盘成型及食用方
式、 质量要求等方面均做出了具
体规定。

两项规范由北京市商务局和
北京市质监部门指导， 北京烹饪
协会名厨专业委员会负责起草，
针对北京传统挂炉、 传统焖炉烤
鸭在选材、 制坯、 晾坯、 烤制及
片制等多个环节进行了实地走访
调研， 经过广泛征求相关部门、
专家、 行业和企业意见， 完成了
规范编制工作。

作为以北京烤鸭闻名的著名
餐饮企业， 来自全聚德和大董烤
鸭店的相关人士表示， 该标准为
传统挂炉、 传统焖炉烤鸭烹饪技

术提供了一个可操作、 可执行的
规范文本 ， 形成相应的技术标
准， 将引导行业走向标准化、 规
范化。

2018年12月 28日 ， 位
于丰台永合庄的北京建工
应急抢险大队新基地正式
揭牌。 新建成的应急抢险
指挥中心集办公 、 会议 、
值守、 培训、 教育、 训练、
设备停放 、 物资储备于一
体， 并采用抢险救援指挥
数据系统 ， 可实现信息采
集、 指挥 、 调度 、 决策一
体化应用。
本报记者 曹海英 摄影报道

北京建工
应急抢险大队
新基地揭牌

4日起可查高水平艺术团统测结果

本报讯 （记者 阎义） 近日，
2018年餐饮业经营规范示范店表
彰大会举行。 北京烹饪协会对荣
获 “餐饮业经营规范示范店” 称
号的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
柳泉居饭庄等80家餐饮单位进行
了表彰， 并颁发了证书。

为进一步优化餐饮业发展环
境， 2018年， 北京烹饪协会在全
市餐饮业经营单位推出开展餐饮

业经营规范示范店评选活动。 活
动采取企业报名、 区协会推荐、
北京烹饪协会初审、 专家评定的
方式进行。 协会组织业内专家，
分六个小组， 由全国酒家酒店等
级评定委员会高级注册评审员担
任组长， 按照经营规范示范店评
定的主要标准， 最终认定80家餐
饮经营单位为 “餐饮业经营规范
示范店”。

2018年12月26日， 北京铁路局与河钢集团签订战略协议， 双方将
开展绿色物流体系建设。 据测算， 双方构建的绿色物流体系大约可承
担北京每年1000万吨日常消费物资的运输和仓配， 减少进京货车约
6000辆/日， 可进一步减少进京载重车辆数量和尾气排放。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北北京京铁铁路路局局与与河河钢钢集集团团共共建建绿绿色色物物流流房山区内公交新开F5路 调整F80路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为方

便房山区超级蜂巢、 瑞雪春堂、
富燕新村、 原香漫谷等小区居民
的出行， 增加良园二路、 白杨西
路等道路地面公交线网覆盖， 近
日， 北京公交集团新开F5路， 调
整F80路。

其中， 新开F5路。 首末站为
首发物流、 首发物流。 中途设站
包括首发物流、 苏庄西街南口、
佳世苑小区 （单向）、 苏庄大街
（单向）、 苏庄中路、 良乡三中、
苏庄东街南口、 地铁良乡南关站

西 、 地铁良乡南关站 、 拱辰南
街、 良乡大角、 良乡东关、 良乡
东关新村、 揽秀北大街、 地铁良
乡大学城西站、 昊天嘉园、 瑞雪
春堂、 黑古台北、 富庄、 良园二
路东口、 良园二路、 翠柳大街、
地铁苏庄站、 苏庄西街南口、 首
发物流。 营业时间为内环6:00-9:
40、 16:20-20:00， 外 环 6:10-9:
50、 16:30-20:10。

调整F80路 。 首末站为燕山
体育馆、 燕山体育馆。 中途设站
包括燕山体育馆、 宏塔小区、 富

燕新村 、 房山北关北 （单向 ）、
富燕新村东门、 燕化二一八公交
场站、 燕化动力厂、 羊头岗村、
羊头岗、 房山城关新城、 城关新
城路口、 纬三路东口、 城关街道
办事处、 饶乐府、 房山东大桥、
房山东大街、 房山西大街、 洪福
家园、 山水家园、 洪顺家园、 洪
寺安置房、 燕山体育馆。 营业时
间为5:30-20:00。

此外 ， 近日 ， 106路 、 108
路、 111路、 116路、 夜10内 “米
市大街” 南行站南移约150米。

计划完成率为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