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崔欣）记者
昨天从怀柔区“两会”获悉，箭
扣长城修缮工程（二期）将在
今年6月底前完成修缮。

箭扣长城修缮工程二期
范围包括151号敌楼到154号
敌台及边墙，截至目前，重点
地段的考古清理工作已完成，
通过考古清理， 出土石雷、石
蛋、筒瓦等文物153件。2019年
4月开始对长城本体进行系统
施工，计划今年6月底完工。同
时，箭扣东段122号敌楼到130
号敌楼以及南段、154号到162
号敌楼修缮方案力争今年通
过国家文物局批复，并在今年
启动修缮。

此外， 去年怀柔文委还
对全区65.4公里的长城进行
了全面 “体检”， 制定抢险方
案并排查出11段长城抢险重
点项， 按照损毁情况排序筛
选出3段急需 “抢救” 的长城
段进行修缮。

【本市】03新闻２０19年 1月 9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李媛│校对 刘芳│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讯（记者 孙艳） 昨天，
记者从朝阳区“两会”获悉，2019
年，朝阳区拆除违法建设将不低
于570万平方米。 腾退的土地大
部分用于留白增绿，预计2019年
朝阳区留白增绿面积将达215万
余平方米， 是2018年的近两倍。
农村地区10余处公园将开工和
亮相，为中心城区与副中心交界
处构建大尺度生态保护屏障。

今年，朝阳区将紧紧围绕区
域功能定位，计划疏解退出一般
制造业企业26家，疏解升级商品

交易市场9家。同时，将持续加大
综合整治力度，全年拆除违法建
设不低于570万平方米， 在全区
创建一批无违建街乡，确保新增
违法建设零增长。

2019年朝阳区农村地区将
有10余处公园陆续开工和亮相，
包括来广营地区朝来森林公园
三期、 金盏地区金盏森林公园、
将台地区将府公园五期、黑庄户
地区农业公园中的四合公园和
萧太后河公园、南磨房地区惠水
湾森林公园、平房地区平房公园

以及高碑店地区生态湿地公园
等，为中心城区与副中心交界处
构建大尺度生态保护屏障。

除留白增绿外，大部分腾退
空间还将被用来完善公共服务
设施 。2019年计划完成105个便
民商业网点建设，建设全民健身
专项活动场地20片，居住区停车
位2000个，进一步提升群众生活
品质。同时加强城市修补和生态
重塑，改造提升居住空间，完成
棚户区改造5030户，综合整治老
旧小区4个。

本报讯（记者 边磊）记者昨
天从东城区“两会”获悉，东城今
年将加快发展普惠优质学前教
育，增加学位2000个。继续深化
校园内外安全联动机制，加强安
全管理。汇文中学教学楼投入使
用，青少年科技馆和特殊教育学
校力争开工建设。

据了解，东城区今年将实施
新一轮教育综合改革，发展素质
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构建
区域特色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

养教育体系。把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
教育、 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
穿基础教育各领域。加强学校体
育工作，科学合理安排学生运动
量，推广校园足球运动，推进爱
眼护眼知识进校园， 控制肥胖
率、近视率上升趋势。

同时， 推进次支路续建16
条、新建3条，实现通车3条。创建
国子监街区等4个不停车片区，
新增17条无停车胡同，实现全区

主次干道静态停车秩序管理、路
侧停车电子收费、居住停车自治
管理全覆盖。启动10处立体停车
设施建设， 推进2处地下停车场
建设。坚持疏堵结合，改善北京
站、王府井、故宫等重点区域周
边的交通秩序，有效降低区域拥
堵指数。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
以医联体为载体推进分级诊疗，
完善中西医结合紧密型医联体
运行机制。

区区两两会会关
注注

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 通讯
员 张昕 赵盈春）记者昨天从门
头沟区 “两会 ”获悉 ，门头沟将
在新首钢协作区建设全市首个
人工智能产业园， 积极承接中
关村溢出的数字智能、 科技创
新服务等新兴产业和城区疏解
的总部经济， 推动区域主导产
业从过去的传统采掘业向文旅
体验、科创智能、医药健康三大
产业转型发展。

北京市新总规为门头沟区

明确了新的区域定位。 按照新
总规赋予的新定位， 门头沟将
重点培育文旅体验、科创智能、
医药健康三大产业， 加速新首
钢协作区4.1平方公里土地产业
布局， 积极承接中关村溢出的
数字智能、 科技创新服务等新
兴产业和城区疏解的总部经
济， 在全市率先建设首个人工
智能产业园。

人工智能产业园位于门头
沟区新城的长安街西起点， 毗

邻轨道交通S1线栗园庄站。 园
区由中关村京西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统筹规划建设和运
营， 占地54.87万平方米， 计划
2020年开工建设， 总投资约90
亿元。 “产业园今后将融入新
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 与
首钢区域整体规划 、 统一打
造。 该项目将有效整合利用永
定河东西两侧约15平方公里的
空间资源 。” 门头沟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

据了解， 门头沟将推出一
系列的优惠政策， 吸引高精尖
人才 、 企业入驻该产业园 。同
时， 门头沟还将与中关村发展
集团合作 ，在科技 、人才 、金融
三方面持续投入， 通过三到五
年的时间， 把人工智能产业园
建设成为与中关村科学城融为
一体的京西科技创新中心 ，使
之成为中关村全球资本链 、园
区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核心节
点之一。

将重点培育文旅体验、科创智能、医药健康三大产业

朝阳今年10余处公园将开工和亮相
本报讯 （记者 唐诗）记

者昨天从石景山区 “两会”了
解到，今年，石景山区将围绕
“弱有所扶” 不断优化公共服
务供给，目前，区残疾人职业
康复中心、儿童福利院和社会
救助站项目已列入2019年建
设计划，将于年内开工。

据了解，残疾人职业康复
中心项目总建筑规模约15000
余平方米，建成后可以为石景
山区2万余名残疾人提供康复
训练、技能培训、职业劳动等
综合性服务，项目一期工程将
于今年3月开工， 预计12月底
前完成主体建设。同时，由于
石景山区没有专门的儿童福
利院，目前，部分需要救助的
儿童只能由区社会福利院抚
养救助，为了有利于这些儿童
的成长，今年，石景山区将新
建儿童福利院。福利院位于石
景山区五里坨南宫地区，计划
建筑面积近5000余平方米，设
床位130张， 建成后主要为石
景山区孤儿弃婴提供养育服
务，为辖区内困境、临时失依
儿童提供临时庇护服务，同时
还可以为普通儿童提供普惠
性服务。

石景山区残疾人
职业康复中心年内开工

全市首个“人工智能产业园”落户门头沟

本报讯（记者 王路曼）持续
为提档民俗户提供贴息贷款、加
强业务交流与培训、强化农旅文
旅深度融合……昨天，记者从密
云“两会”获悉，2019年，密云区
将继续实施乡村旅游 “十百千”
工程， 预计将建设200个达到市
级星级民俗户标准的精品民俗
院落，10家极具文化特色的精品
乡村酒店。

密云乡村旅游 “十百千”工
程是当前密云旅游品质提升的
重要抓手， 即利用5年左右的时

间，在全区打造10个精品乡村旅
游项目 、100个精品乡村酒店 、
1000个精品民俗院落 。“2018年
穆家峪镇日光山谷（一期）、太师
屯镇邑仕葡萄山谷（一期）已对
外营业，着力打造了清欢驿站等
11家精品乡村酒店， 提升了矾
根、山今宿等达到北京市星级民
俗户标准的精品民俗院落 200
个。” 据密云区旅游委副主任郭
成德介绍，2019年， 该区将继续
积极推进乡村旅游 “十百千”工
程，鼓励引导利用闲置公共服务

设施、闲置民宅打造乡村酒店或
精品民俗，鼓励乡村旅游特色业
态提级改造。

“2019年， 我们计划建设归
璞南山等精品乡村酒店10家，改
造提升达到市级星级民俗户标
准的精品民俗院落200个 。” 郭
成德表示，计划年底，区旅游委
将结合北京市星级评定工作、乡
村旅游特色业态评定工作，组织
专家进行统一评定、验收。并对
能够达到精品民宿标准的精品
民俗院落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

密云将建200个市级星级民俗院落

本报讯（记者 陈曦）记者昨
天从西城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今年，西城剩余459条背街
小巷将实现“十无”，1331条背街
小巷将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

西城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 去年， 西城加大对背街
小巷的治理工作 ，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 有84条街巷通过市
级达标验收， 共完成 “开墙打
洞” 治理任务并通过核验的点
位数共566处， 完成市级任务率
283%， 实现无 “开墙打洞” 违
法行为的街巷1015条 ； 全区已
经有4个街道办事处实现无 “开
墙打洞” 点位。 今年， 该区将
继续推进背街小巷整治提升 。

以 “十无” 验收为标准， 做好
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行
动收关工作， 高标准完成2019
年100条市级为民办实事任务，
并对2017年以来基本实现 “十
无” 的757条实现精细化动态管
控， 对剩余459条背街小巷实现
“十无”， 并对位于拆迁区的115
条背街小巷确保干净整洁。

东城今年将增2000个学前教育学位

西城1331条背街小巷将物业服务全覆盖

箭扣长城修缮工程
二期6月底前完工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昨
天， 记者从石景山区工商分局获
悉， 市场监管总局北京石景山商
标受理窗口自2017年10月20日对
外运行以来， 注册商标申请受理
数量超过千件， 达1026件； 窗口
工作人员累计接受现场和电话咨
询数量达5590人次。

在商标窗口受理的1026件商
标注册申请中， 石景山区企业申
请579件， 占受理总量的56.43%；
在市场主体分类上， 公司和个体
工商户分别申请商标956件和70
件； 在申请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
或服务类别上 ， 商业经营 、 食
品、 教育、 电子设备和餐饮住宿
服务5类商标申请量较大。

一年多来， 石景山区工商局
以区高新产业园区、 创业园区等
为重点区域， 积极开展商标注册
申请宣传活动， 组织企业参加商
标注册和商标专用权质押登记培
训班， 增强企业商标品牌意识。

石景山商标窗口
受理申请量破千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1月8
日晚8时， 西城区召开宣师一附
小学生受伤害事件新闻发布会 。
会上 ， 西城区区长王少峰介绍
了学生救治的情况 、 事件与犯
罪嫌疑人的有关情况以及相关
部门成立工作专班的情况 。 据
悉， 目前， 受伤的学生都没有生
命危险。

西城区区长王少峰介绍 ，当
日上午11点15分左右， 宣师一附
小右安门校区发生一起伤害学
生事件。 目前，北京儿童医院、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两家医
院正在全力救治受伤的学生，学
生的家长已经到医院参与陪护。
据悉，20名受伤的孩子当中，4名
急需手术的孩子已经安排了手
术， 其中3名孩子手术已经结束，
非常顺利，孩子们已经返回病房。
截至发稿时，另有1名孩子正在手
术当中。 其他的孩子们都在医院
收住，或者进行留院观察。 同时
也请了心理专家，对受伤的孩子
进行心理关怀。

据介绍， 经过公安机关的初
步调查， 嫌疑人贾某某， 男， 49
岁， 黑龙江人， 是学校聘用的劳
务派遣人员， 日常在学校里主要
从事一些校园的维修工作。 贾某
某的劳务派遣合同将于今年的1
月底到期， 不再续签劳务合同。
学校正商劳务公司为其安排其
他的岗位。 贾某某为了发泄不满
情绪， 手持日常工作用的手锤，
于8日上午11点第三节课课间 ，
将多名学生打伤 。 犯罪嫌疑人
被当场控制。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
贾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具体
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调查。

事件发生以后 ， 公安 、 教
育、 卫生、 应急等相关部门都已
经成立了工作专班。 公安部门也
启动了高等级的防控措施， 进一
步加强全区的中小学、 幼儿园看
护工作， 以及周边的秩序维护。
西城区教委和学校与受伤的学生
家长也保持了密切的沟通。 正在
对全区学校幼儿园的安全工作进
行专项的部署。

“我们会全力救治受伤的孩
子， 依法严惩犯罪分子， 采取更
加有效的措施来确保校园的安
全。” 王少峰表示。

宣师一附小受伤学生
都没有生命危险

西城区一小学发生男子
伤害孩子事件 致20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