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日， 由北京城建集团二公
司承建的 “北京地铁新机场线”
01标全长6公里（样板段）完成主
体结构胜利竣工，拟于3月15日调
试跑车 。正式运营后 ，列车设计
时速将达到160公里/时， 比一般
地铁时速快上一倍 。 而北京城
建集团二公司也成为全国最快
地铁线的俢建者。

通讯员 杨保川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2月份，
受春节节日效应增加影响， 除鸡
蛋价格小幅下降外， 本市其他各
类农副产品价格均呈规律性上涨
态势，肉蛋菜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
到，3月，随着天气转暖，蔬菜、牛
羊肉、 鸡蛋等价格预计呈季节性
下降趋势。

据了解， 从蔬菜价格运行规
律来看，3月份， 蔬菜产地季节性
轮换，逐渐由南向北，本市周边大
棚菜及露天菜上市量增加， 特别
是叶类菜价格将明显下降， 蔬菜
整体生产和供应能力增强， 流通
成本随之降低， 价格进入季节性
下降区间。 据农业农村部信息显
示，1月份全国400个监测县生猪
及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分别减少

12.62%和14.75%， 生猪存栏量连
续3个月跌幅超过5%的预警线 ，
降幅呈持续扩大态势。 预计后期
随着生猪出栏减少， 加之中央储
备冻猪肉信息提振， 市场需求进
一步增加， 猪肉价格下降空间有
限，将呈触底反弹趋势。

目前鸡蛋库存量充足， 供给
趋向宽松， 加之天气转暖后，生
产、运输、人工等成本将规律性降
低，鸡蛋价格上涨空间有限，预计
3月份鸡蛋价格将持续在低位波
动。3月份，随着天气转暖，牛羊肉
消费趋于缓和， 逐渐进入消费淡
季，由于牛肉、羊肉价格目前处于
高位，存在回落的空间，预计后期
价格将稳中微降。3月份， 原粮市
场处于购销两淡的局面。 粮食供
给充足， 预计价格将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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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3月
14日，机动车尾号限行4和9，预计
全天交通压力持续较大。

7时30分至8时， 北四环中关
村桥区、西四环正阳桥区、海淀区
杏石口路与旱河路交叉路口、永
定路以及平安大街厂桥西段、西
皇城根北街、 长椿街路口等学校
周边道路易出现车多情况。 受前
往金融街通勤车辆与前往儿童医
院就诊车辆集中影响， 月坛南桥
下， 西北二环外环， 以及南礼士
路、月坛南街、月坛北街等道路，
交通流量大。

晚高峰期间， 北部和东部地
区，如北二环、东北三环、东北五
环、 京通快速路等路段交通压力
大；近期，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二
环路等路段通行压力也有所增
加，出行时尽量避开上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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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2019年
北京市高职升本科公共课考试将
于23日9时30分至11时30分举行。
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获悉，考
生可从4月9日起登陆考试院网站
查询本人的公共课成绩。

本市2019年继续开展选拔高
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优秀应届
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继续学习试
点工作， 选拔采取学校推荐与考
试相结合的方法。 今年本市参加
高职升本科的推荐院校有38所。
参加高职升本科的考生要求为平
时学习成绩和表现优秀的在京普
通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应届

毕业生， 各校推荐比例不超过本
校本专业毕业生的15%。

被推荐的应届毕业生均须参
加高职升本科考试， 考试分公共
课和专业课， 试题命制由北京教
育考试院负责实施。 其中公共课
考试设英语、 日语、 法语三个科
目，考生任选其一。专业课考试分
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 由考点校
根据招生专业课程要求自主设置
考试科目、命制试题。公共课考试
成绩通过考试院网站查询， 专业
课考试成绩由专业课考点校向考
生发布，并提供相关的查询服务。

录取时， 北京教育考试院高

招办将根据全市考生的公共课考
试成绩， 按照招生计划数的一定
比例划定公共课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 招生学校在公共课资格线
以上，结合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的
考试成绩和综合评价意见， 自主
确定本校的录取方案， 依据录取
方案确定本校的录取新生名单。

此外， 符合免试条件的退役
专科毕业生可申请免试升入同专
业或相近专业本科学习。 未获得
免试专升本资格的退役专科毕业
生可直接参加普通专升本报名考
试，根据考试成绩单独划线，按照
市教委下达的招生计划数录取。

北京市高职升本科公共课23日开考

130余场活动13.5万个岗位专供高校毕业生
2019年北京地区毕业生服务月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由北
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北
京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共 同 举 办 的
“2019年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
务月暨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进校
园活动” （以下简称 “毕业生服
务月活动”） 将于3月13日至4月
30日展开。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以“搭建
平台，精准对接，促进高校毕业生
多渠道就业”为主题，服务对象以

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为
主， 同时面向往年北京生源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活动期间将
举办各类毕业生就业服务活动
130余场，预计参加招聘的用人单
位将有9000余家， 提供就业岗位
13.5万余个。活动期间，市人力社
保局与市教委还将创新开展校企
对接系列活动， 促进供需双方提
前匹配。

此次毕业生服务月活动以用

人单位和毕业生需求为导向，双
方将开展多场校园招聘活动，邀
请津冀地区各类用人单位来京招
聘， 为毕业生提供更多优质岗位
和更加周到便捷、 更高质量的公
共就业和人才服务。

活动期间， 各区人力社保局
与辖区内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部
门将联合开展内容丰富、 形式多
样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活
动； 人力社保部门和教育主管部

门还将在招聘会现场为用人单位
和毕业生提供就业补助、 社会保
险、劳动合同、权益保障等相关政
策咨询， 并将重点对困难毕业生
实施优先帮扶。

毕业生服务月活动期间 ，市
人力社保局与市教委还将创新开
展校企对接系列活动， 组织高校
毕业生走进优质企业参观学习，
深化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直
接交流， 帮助毕业生提升就业认

知，同时为企业招贤纳士，促进供
需双方提前匹配。

毕业生服务月活动充分利用
“互联网+”平台 ，提前发布活动
详细安排及具体招聘信息。 毕业
生可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就业超市”平台、北京高
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以及各高校
就业信息网、“好工作” 微信公众
号等渠道查询了解就业服务月活
动安排及用人单位岗位信息。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
消费者协会联合主办的 “信用让
消费更放心”主题活动举行。本市
持续畅通维权热线、APP、互联网
等投诉渠道，2018年共妥善处置
投诉举报82.77万件。

据了解， 在2018年度全国城
市消费者满意度测评中， 本市从
第19位提升到第6位。依托“街乡
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持续
畅通维权热线、APP、互联网等投
诉渠道，妥善处置投诉举报82.77

万件。进一步强化企业自律，线下
4000余家大型商超、 线上10万余
家商户建立消费争议快速和解机
制，出台、推行《电子商务经营者
保护消费者权益合规指引》。 全
年共查办合同、 广告、 侵犯知识
产权、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涉网
案件等合计近2万件， 罚没款总
额约3.9亿元 ，2万余户企业被列
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黑名单。

同时， 全年组织抽检商品样
本6149组， 开展商品监测1652组
样本。实施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推

动与21个省、55个地市、81个县政
府部门和700余家食品生产基地
企业， 签订合作监管与产销直挂
协议。

活动现场，王府井百货大楼、
西单商场、 物美集团等12家实体
商业企业代表联合发布并签署线
下无理由退货框架制度。另外，市
消协向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
司、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百货大楼、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
份有限公司等10家获得2019年度
“诚信服务承诺单位”颁发标牌。

今日交通压力大 学校周边道路车多

3月份肉蛋菜等价格将呈季节性下降

去年本市处置投诉举报82.77万件

本报讯（记者 任洁） 北京教
育考试院昨天发布 ，2019年普通
高考英语听力机考第二次考试将
于3月16日举行，考生现起可通过
考试院网站打印准考证。3月29日
发布英语听力第二次考试成绩。

据悉， 普通高考英语听力实
行一年两考， 采用计算机考试模
式，2019年北京高考第一次英语
听力机考已于2018年12月15日完
成。两次听力部分考试结束后，将

取考生的最高一次成绩与其他部
分试题成绩一同组成其英语科目
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已在第一次
听力考试取得满分成绩的考生不
再安排参加第二次考试， 第一次
没有取得满分的也可以通过申请
不参加第二次考试。

英语听力机考考试时长约20
分钟，考试场次随机分配。开考前
40分钟进入备考室。 考生严禁携
带无线通讯、电子存储、记忆录像

等设备，以及学习资料、纸笔等学
习用具进入封闭区。

根据规定， 考生要根据系统
播放的语音提示按要求操作，先
阅读题目，听完录音后作答，在每
道题规定作答时间内作答， 当前
题目作答时间到时后自动进入下
一题。 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作答
的题目视为未作答， 系统不会有
警告提示，且不可返回补充作答。
考试结束前，考生不得提前离场。

考生可4月9日起登陆考试院网站查询公共课成绩

高考英语听力二次机考本周六举行

骨科学分会首届关节论坛在京召开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北京医

学会骨科学分会关节学组青年委
员会第一届关节论坛3月10日在
京召开。 论坛由北京医学会骨科
学分会关节学组青年委员会主
办，普仁医院承办。

普仁医院院长曾文军介绍，
普仁医院近几年在骨科主任滕涛
带领下的骨科团队， 已取得了年
手术量超过千台， 成为协和医院

和北京医院优秀医联体科室，开
展了大量新技术、新项目。

当天， 参会医师对现场分享
的10个病例进行了交流、 讨论。
滕涛主任以 《保膝DTT-HTO的
体会》 为题和大家进行了分享；
肖斌主治医师围绕 《人工股骨头
置换术后脱位一例》 的相关内容
同在座的专家进行了交流。 图为
专家交流讨论现场。 于佳 摄

本市最快地铁线
明起调试跑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