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记者
近日从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获悉，
医院将于今年启动二期工程建
设， 规划500张病床， 同时， 重
点规划 “京北妇儿中心”。

据悉，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将
在现有院区进行二期工程建设，
项目计划于2020年正式开工， 预
计4年完工。 目前， 项目进展已
进行至设计概念比稿阶段。 医院
执行院长董家鸿表示， 经过4年

的发展， 医院已完成一期综合学
科体系的构建， 一期1000张病床
已经开满 ， 占床率达到 95%以
上。 同时， 妇儿属于天通苑地区
需求最大的专科之一， 在北京市
医管局的支持和指导下， 医院在
二期工程内加入了 “京北妇儿中
心”的重点规划，将为昌平区增加
数百张妇儿专科的床位及配套设
施，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孕产妇建
档、 患儿就医资源紧张的问题。

九家美食传承人点燃九口大锅共
烹 “灶福饭”； 来自十余个省市的数
百种特色美食和本地山货琳琅满目
……1月28日， 怀柔区第29届群众艺
术节拉开帷幕。 据悉， 艺术节持续举
办至3月10日， 将陆续组织开展十大
特色 、 共计360余项各类文化活动 。
图为作为艺术节十大特色活动之一的
河防口古关迎春大集火热开集。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张佳玮
程琳 卜向东 摄影报道

1月28日， 正值民俗小年的喜庆
佳节， “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 2019
年海淀区第十二届 《百花闹新春 》
民俗展示展演暨西北旺镇春节民间
花会秧歌踩街活动在西北旺镇皇后
店南路隆重举行。 近1000人参加了
本次演出， 现场观众达到3000余人。

本报记者 白莹 彭程 摄影报道

“您好！ 给您拜年了， 祝您春
节快乐!” 昨天上午， 公交691路车
队的职工为乘客送上 “福 ” 字和
春联 ， 同时给乘客们提前拜年 。
大家互道祝福 ， 浓浓的年味儿扑
面而来。

本报记者 于佳 摄影报道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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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北京高速免收小客车通行费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 ，2019
年春节假期期间 ，北京市域内
高 速 公 路 将 继 续 免 收 小 客 车
通行费 。 预测信息显示 ，2月 4
日 （除夕 ）、2月 6日 （初二 ）、2月
9日（初五）、2月10日（初六）为拥
堵重点日。

今年春节期间， 北京市域内
所有收费公路对7座以下（含7座）
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 免费通行

时间为2019年2月4日 （除夕）0时
至2月10日（初六）24时，以车辆驶
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

免费通行期间， 小型客车免
费专用通道实行不发卡抬杆放
行；ETC车道维持现行不停车方
式通行， 免费小型客车通行费收
费额为零，缴费车辆正常收费；其
余普通车道维持现行领卡、 缴费
通行模式，对小型客车免费放行。

预计2019年春节假期 （2月4

日至2月10日） 北京市高速 （收
费） 公路日均交通量将达到175
万左右 ， 比去年同期 （ 161.98
万 ） 增长约8%； 高峰日预计出
现在假期最后一日， 交通量或将
超过200万。

春节期间， 高速公路交通运
行状况总体将达全年最好水平，
但交通压力分布依然呈现不均衡
的特点， 初二部分高速局部路段
将出现交通压力集中的情况。预

计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京开高速
和京港澳高速等常态压力集中的
高速公路交通压力仍将较为突
出， 机场高速运行压力低于平日
水平， 但因其自身常态压力突出
的特点，也需重点关注。

预计假期后期， 京开高速进
京方向庞各庄至天宫院， 京藏高
速进京方向山羊洼二号桥隧道南
至南站村、营城子至西拨子，京港
澳高速进京方向窦店路段交通压

力将较为突出。每日上午9时至12
时、 下午2时至5时为路网总体交
通压力较大的时段， 峰值可能出
现在上午10时至11时。

今年春节期间， 预计春节假
期与其他免通假期相比， 交通运
行总体相对平稳 ，交通量明显
低于全年平均水平， 但重点路段
高峰时段仍会出现交通压力集中
的情况， 其中4日、9日、10日为重
点日。

除夕、初二、初五、初六易拥堵

1月28日小年这天 ， 房
山区东风街道辖区的小学生
与双益美食城的志愿者一
起包饺子 ， 并将一盘盘热
腾腾的饺子送到高龄和孤
寡老人家里。

本报记者 邱勇
通讯员 刘建军 摄影报道

志志愿愿者者陪陪伴伴
孤孤寡寡老老人人共共过过小小年年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日前，
工业和信息化部、 北京市人民政
府在京举行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
区入园企业座谈会， 国家网络安
全产业园区正式揭牌成立， 其中
企业总部区、产业生态区、产业配
套区选址通州西集镇。

据了解， 国家网络安全产业
园区选址海淀区四季青镇、 通州
区西集镇 ， 总占地面积约 7330
亩 ， 建筑面积约440万平方米 。
园区进行统一规划， 统一管理，
着力构建 “一园五区” 的总体布
局。 “一园” 是指国家网络安全
产业园， “五区” 中核心区、 孵
化区位于海淀区四季青镇， 企业
总部区、 产业生态区和产业配套
区位于通州区西集镇。 园区定位
于网络安全 “高精尖” 产业， 以
推进网络安全优势资源集聚和产
业创新发展为目标， 重点推动网
络安全产业集聚发展、 网络安全

核心技术突破、 网络安全产品服
务创新及应用、 实施网络安全人
才培育计划、 推进网络安全国际
交流合作及网络安全产业政策创
新。 到2020年， 产业园区产业规
模达到1000亿元； 到2025年， 依
托产业园区建成我国网络安全产
业 “五个基地”， 即国家安全战
略支撑基地、 国际领先的网络安
全研发基地、 网络安全高端产业
集聚示范基地、 网络安全领军人
才培育基地和网络安全产业制度
创新基地。

北京市委常委、 副市长殷勇
表示，要充分发挥北京人才、营商
环境、政策等优势，瞄准园区规划
目标任务， 创新园区建设运营机
制，推动园区创新发展，将园区打
造成为国内领先、 世界一流的网
络安全高端、高新、高价值产业集
聚中心， 并以此带动京津冀区域
相关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2019
年春节假期将于2月4日开始至2
月10日结束。 记者昨天获悉， 预
计春节假期期间， 京港地铁所辖
各线客运总量将达548.1万人次。
其中， 4号线及大兴线客运量预
计为390.1万人次 ， 14号线客运
量预计为141万人次， 16号线北
段客运量预计为17万人次。

今年春节假期， 京港地铁将
采用平日、 双休及除夕时刻表组
织行车。 其中， 京港地铁4号线
及大兴线将采用双休及除夕时刻

表组织行车； 14号线及16号线北
段将采用双休及平日时刻表组织
行车。 预计春节假期期间， 京港
地铁4号线及大兴线7天共计开行
列车3636列次， 14号线共计开行
列车4214列次， 16号线北段共计
开行列车1792列次。

根据往年春节期间客流变化
特征，京港地铁预计，由于节前大
量人员离京，春节假期期间，地铁
客流将比平日有所减少 。2月10
日，返京客流较大。预计2月10日
当天，4号线及大兴线全天客运量

将达74.1万人次 ，14号线全天客
运量将达28.9万人次 ，16号线北
段全天客运量将达3.8万人次。

春节期间， 京港地铁将密切
关注客流、 及时与铁路沟通， 如
遇火车晚点、 客流较大的情况 ，
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将根据客流
适时加开临客， 并做好延长运营
的准备， 方便乘客乘车 。 此外，
京港地铁推出了为列车增设多功
能区的试行计划 ， 方便使用轮
椅、 携带婴儿手推车及大件行李
的乘客乘车出行。

春节京港地铁客运量预计达548.1万人次

公公交交职职工工为为乘乘客客送送““福福””

河河防防口口古古关关
迎迎春春大大集集火火热热开开集集

民间花会
喜迎新春

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三区”选址通州

清华长庚医院二期工程规划增病床500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