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路曼）记者
昨天从密云区“两会”获悉，北京
大学附属十二年一贯制学校项
目有望最快于今年3月开工。密
云区还预留200套共有产权房，
面向中关村密云园和怀柔科学
城东区非京籍人才、京籍教育卫
生人才家庭进行配售。

据怀柔科学城密云筹备办

副主任曹文秀介绍，北京大学附
属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建设项目
作为怀柔科学城的重要配套服
务项目，已列入2019年怀柔科学
城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力争今年
3月开工建设。未来，招生规模预
计84个班，服务于怀柔科学城就
业人员子女、当地适龄学生等。

此外，为保障科学城东区人

才的居住条件， 密云预留200套
共有产权房，首次分别面向中关
村密云园和怀柔科学城东区非
京籍人才、京籍教育卫生人才家
庭进行配售。同时，位于密云经
济开发区B区的呼叫中心产业
基地配套楼项目，现尚有未出租
公寓700套， 可以满足部分科研
人员的住宿需求。

密云预留200套共有产权房用于人才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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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 本市
1529个 基 本 便 民 商 业 网 点 电
子 地 图已经上线 。 今年将动态
了解其运行状态， 对因市场因素
关停的网点搞好针对性补建， 进
一步动态调整完善全市便民商业
网点电子地图， 更好地方便市民
生活需求。

2018年， 市商务局超额完成
1400个生活性服务业网点重要民
生实事任务。 各区共建设提升蔬
菜零售等7类基本便民商业网点
1529个， 促进了生活性服务业发
展， 更好地方便市民生活需求。

此外， 1529个基本便民商业
网点电子地图在 “开放北京” 公
共信息服务平台对社会公布。 电
子地图便民商业网点覆盖全市16
个区， 可按照业态进行分类查询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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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区两两会会关
注注

大街两侧的业态和整个街区环境将随之提升

后海环湖绿道8月底建成“回天地区”明年建
9个24小时城市书房

CBD将推动国贸桥地区去枢纽化

海淀“虚拟药房”有望24小时内送药到家

怀柔“乡间小路”
年底完成降尘治理

2022年北京将新增
100万亩森林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现状
548米长的王府井步行街向北
延长344米，总长将达到892米，
延长到灯市口街和灯市口西
街，并于今年年底亮相。大街两
侧的业态和整个街区环境 ，也
将随之提升。 这是记者从东城
区“两会”上了解到的。

王府井建管办专职副主任
吕绘介绍， 王府井大街从长安

街一直到五四大街， 全长1818
米。步行街段，仅从东单三条到
金鱼胡同 ，全长548米 ，步行街
段集中了大街主要的商业设
施，梳理了王府井大街115年的
商业史。 王府井街区整个规划
面积是1.65平方公里，要和北部
的隆福寺、 嘉德艺术中心等项
目融合。

今年， 将向北延长344米，

北端从金鱼胡同延长到灯市口
街和灯市口西街。 伴随着步行
街北延， 街区的交通和景观也
会优化升级。最值得期待的是，
北延会把王府井教堂纳入步行
街区域，围绕教堂周边，将会打
造一个美丽的广场。

中环广场、嘉德艺术中心、
北京市百货大楼里的哈姆雷斯
旗舰店的投用， 让王府井更加

时尚、更加艺术范儿。整个大街
的商家也都在随之而动， 一直
在推进商业升级。今年，还将推
进淘汇新天商场的升级， 地下
一层和地上三层还将保持商场
业态，地上四层到七层，已经引
入共享办公业态。八层九层，也
将发展高端办公类业态。未来，
更多品牌的亚洲和全球旗舰店
将入驻王府井街区。

王府井步行街将北延到灯市口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记者昨
天从西城区 “两会” 获悉，2019
年， 西城区计划在西单文化广
场、和平门地铁站等处新增城市
森林、小微绿地2公顷。同时，启
动3.2公里的后海绿道建设 ，完
善什刹海环湖绿道，全部工程将
于今年8月底前全部完成。

西城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西城区将持续
拓展绿色休闲空间，新建莲花池
东路等1.2公顷小微绿地， 公园
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97%。同时 ，进一步扩大区域绿
量， 消除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
径覆盖盲区。围绕“让森林走进
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这个主
题，重点建设广阳谷（三期）、西

单文化广场等2处。
2019年 ， 西城区将启动全

长 3.2公里的后海环湖绿道建
设。 将西城区后海周边的公园
绿地、 文物古迹、 休闲设施和
特色驿站用绿道串联起来， 建
造新的环海景观带， 整体打造
什刹海绿道景观， 再现碧水绕
古都的历史风貌。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
正在召开的朝阳区“两会”上，北
京CBD管委会相关负责人透露，
2019年，北京CBD将编制发展提
升规划并制定实施《商务中心区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年）》，推进国际一流商务中心区
建设。

北京CBD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9年， 北京CBD将全
面提升环境品质。将完成CBD西
北区交通改善示范工程， 实现
CBD区域违停抓拍全覆盖；进一
步配合推进轨道交通28号线建
设；着力完善国贸桥、 大望桥等
区域交通环境， 推动国贸桥地
区去枢纽化。 将增加配套便民
设施， 补充餐饮、 城市书屋等；

完成双语标识提升改造； 推进
5G基站建设 ， 优化公共服务 。
将在绿化美化上下足功夫， 开
放2.3公顷的西南区绿地， 完成
中心公园环境优化提升， 抓好
主要道路两侧绿化和立体绿化，
不断丰富区域环境美化亮化项
目的内容与形式， 全面提升公
共空间品质。

本报讯（记者 白莹）记者昨
天从海淀区“两会”获悉，为方便
居民就医取药，海淀区在双榆树
中心试点部署虚拟药房取药柜。
截至目前，在万寿路、花园路等7
家社区卫生机构试运行。

“虚拟药房”是海淀区域药
品供应链平台项目的重要建设

模块，提供给以三级医院为核心
的医联体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使用。海淀区卫计委主任甄蕾
介绍，“虚拟药房”可实现网上订
药。医联体三级医院医生开具处
方后，社区医生依托“虚拟药房”
智能网络， 通知药品配送商，将
药品送至指定地点，方便患者取

用。待条件成熟后，还可实现送
药到家， 正常情况24小时内送
到。其次，虚拟药房实现了智能
化库存管理， 不用人工盘点，便
可掌握药品库存情况，选择“一
键下单”，即可智能补库。此外 ，
通过透明化药品监管，“虚拟药
房”实现了药品溯源监管。

本报讯（记者 唐诗）记者昨
天从石景山区“两会”获悉，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国家冬训中
心四个场馆全部完工，滑雪大跳
台项目今年开工建设，预计今年
本体完工。

据悉， 首钢滑雪大跳台及
配套设施建设工程位于首钢北
区 ， 建筑面积 11.7万平方米 ，

建设内容包括滑雪大跳台本体
及配套设施， 为2022年冬奥会
提供比赛场地及配套设施， 计
划今年大跳台本体完工。

同时， 石景山区强化与冬
奥组委高层对接， 完善协调配
合机制， 全力做好冬奥筹备服
务保障工作。 推进冬奥赛区周
边区域城市景观提升工程，建立

特色主题城市标识系统，建设冬
奥冰雪文化大道，打造冬奥特色
城市服务和景观。大力普及冰雪
运动， 持续推动冰雪 “四进”活
动，推进学校、社区特色队伍建
设，广泛开展冬奥社区创建。 积
极利用和开发冬奥要素资源，培
育壮大冰雪产业，推动体育与科
技、传媒、创意等产业融合发展。

北京冬奥会滑雪大跳台年底完工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记
者昨天从昌平区“两会”获悉，
为在回龙观、天通苑地区营造
良好的公共文化氛围，昌平区
文化委将于明年建设9个24小
时城市书房，并分三年在50个
社区设立24小时自助借阅书
柜，满足“回天地区”居民的阅
读需求。

相较街道和社区的图书
文化室，24小时城市书房可为
读者带来更加灵活的阅读体
验。 持有北京市公共图书馆
“一卡通”的读者，只需刷卡即
可步入其中，享受24小时不打
烊的借阅服务。昌平区图书馆
采编部负责人郭萌介绍 ，目
前，9个城市书房的方案编制
正在评审中，区文化委也正在
加紧选择具体建设地点，计划
明年开始建设。

除建设城市书房外，还将
分三年时间在 “回天地区”的
50个社区设立24小时自助借
阅书柜，每个书柜藏书240册。
居民凭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
卡通”即可借阅。

在线上图书阅读方面，昌
平区对“文化昌平”图书云平
台进行升级， 新增在线听书、
手机版电子图书馆。 目前，该
项目也正在评审中，预计今年
开通上线。

本报讯（记者 崔欣）记者
昨天从怀柔区“两会”获悉，今
年，怀柔所有“乡间小路”都将
完成降尘治理工作。

据怀柔区城乡环境建设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李
忠山介绍，去年怀柔区共对梳
理出的159处、近400万平方米
的裸露地面扬尘污染源进行
了绿化、硬化、湿化、苫盖。目
前，怀柔已经完成所有裸露道
路的摸底工作。“全区的14个
镇乡共有176条村级道路 ，36
万平方米。今年将硬化绿化29
万平方米，7万平方米铺设石
子。年底前将全部完成铺设。”

据了解，目前怀柔区已经
对平原地区7个镇、42条道路、
90万平方米实行了 “一扫一
冲”延伸环卫作业。2019年，该
区将把平原地区50条道路、70
万平方米纳入环卫专业作业
范围，从而实现怀柔平原地区
环卫清扫作业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记者
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 历
时一年， 经多方论证， 市园林绿
化局会同有关部门合作编制的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建设工
程总体规划 》 （以下简称 《规
划》） 正式出炉。 到2022年， 北
京将新增100万亩森林， 全市森
林覆盖率将达到45%， 平原地区
森林覆盖率达到32%。

市园林绿化局规划发展处高
级工程师李伟告诉记者 ， 《规
划 》 作为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龙
头， 明确了 “一屏 、 三环 、 五
带、 九楔、 多廊、 多片区” 的绿
色空间布局。 一屏是指浅山生态
屏障； 三环是指一道绿化隔离地
区城市公园环、 二道绿化隔离地
区郊野公园环、 环首都森林湿地
公园环； 五带是指永定河、 潮白
河、 北运河、 拒马河、 泃河五条
滨水生态带； 九楔是指九个楔形
绿色空间； 多廊是指多条重要生
态廊道； 多片区是指城市发展重
点区域、 森林湿地群建设重点区
域， 在扩大全市绿色生态空间的
同时， 也将有力夯实首都生态系
统的 “四梁八柱”， 大大增强市
民的绿色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交管局获悉，近期，市公安
交管部门对在本市发生交通事故
后逃逸构成犯罪的32名驾驶人，
依法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
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的处罚。

据了解， 上述32人因发生交
通事故后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
已被法院依法判决， 交管部门依
法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 这32人
中年龄最大的52岁， 最年轻的只
有21岁， 他们都将终生不得重新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32人被交管部门
终生禁驾

1529个生活服务网点
电子地图可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