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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刘嘉豪 陈立强） 记者昨天从
延庆区获悉， 区水务局水政监察
大队、 白河堡水库管理处联合区
生态环境局监察队、 延庆公安分
局旧县派出所， 对在白河堡水库
一级水源保护区内进行垂钓捕鱼
等违法行为进行联合执法检查，
共查处违法人员10人。

据了解， 白河堡水库位于香
营乡北部， 是北京市重要饮用水

源地。在集中检查时，执法人员发
现白河堡水库库区周边停放着几
辆汽车， 判断有人在此进行非法
捕鱼、野钓等。执法人员依法对7
名非法垂钓人员每人处以50元罚
款，对3名非法捕鱼人员每人处以
500元罚款，并暂扣充气艇。“下一
步， 将对水库水环境实施24小时
监控管理， 坚决清理整治非法排
污、设障、捕捞等违法行为。”延庆
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本市】03新闻２０19年 7月 10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张旭│E—mail:ldwbyw@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地铁7号线东延、八通线南延下半年开通
本市发布300项市政府重点工程上半年进展情况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今年
本市谋划实施了 “三个一百” 市
政府重点工程， 即集中精力推进
100个基础设施、 100个民生改善
和100个高精尖产业项目， 当年
计划完成建安投资约1243亿元 。
7月9日， 北京市发改委公布了1-
6月市政府重点工程进展情况 。
记者了解到， 上半年300项市政
府重点工程完成建安投资743亿
元， 其中新开工项目48个， 19个
项目已建成投用。

据了解 ， 100个基础设施项

目主要包括机场、 国铁、 公路、
轨道交通、 城市道路、 水务等领
域， 上半年有7个项目实现开工，
回龙观至上地自行车专用路、 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世园村基础设
施与市政设施项目等6个项目竣
工投用。

100个民生改善项目主要包
括政策性住房、教育、医疗、养老、
文化、体育、绿化等领域，上半年
有24个项目实现开工， 包括中国
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一期建设、
中古友谊小学分校翻建、 北京教

育学院丰台分院实验学校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改扩
建、一零一中学怀柔校区扩建等5
个学校； 北京回龙观医院科研教
学康复楼建设、 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朝阳医院东院建设、 安贞
东方医院项目、 丰台医院提质改
建、 怀柔医院二期扩建等5个医
院， 以及首农集团旧宫西毓顺公
园、石景山景观公园、温榆河公园
朝阳示范区、丰台区北天堂公园、
通州区潮白河森林生态景观带建
设工程（三期）、新安公园、延庆冬

奥森林公园等7个公园。 此外，东
小口城市休闲公园已竣工。

100个高精尖产业项目主要
包括大科学装置及交叉研究平
台、先进制造业、服务业扩大开放
和文化旅游等领域， 上半年有17
个项目实现开工， 中关村集成电
路设计园、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园区公共绿化景观一期工程项目
等12个项目竣工投用。

据介绍，下半年，全市还将集
中开工建设一批项目，包括：城市
绿心剧院、图书馆、首博东馆、京

雄高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口腔医院迁建工程、 回龙观体育
文化公园、 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
区二期、 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
二期工程、 空间环境地基综合监
测网（子午工程二期）等。此外，还
将集中建成投用一批项目，包括：
北京学校小学部、 基本完成同仁
医院亦庄院区扩建工程、 北京电
影学院怀柔校区一期工程、 京雄
城际北京段、京张高铁、延崇高速
山区段、 新机场线一期、7号线东
延、八通线南延等。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在北京房山区大石窝镇辛庄
村村口的警保合作劝导站， 村民
戴桂臣以警保合作劝导员的身份
正式上岗了， 询问登记进出村的
车辆、驾驶人目的地、提示车辆限
行尾号、查看驾驶人是否饮酒、发
放事故快速处理单和交通安全宣
传品， 以及劝导村民按时给电动
自行车上牌、不要骑车带人等。

记者从北京交管部门获悉 ，
这是本市首批四个警保合作劝导
站中的一个， 其他的三个分别在
大石窝镇大石窝村、 良乡镇官道
村和青龙湖镇沙窝村。

警保合作劝导站是由保险公
司自愿予以资金支持， 新建或者
改建的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每
处警保合作劝导站配备2名劝导
员，工作中，警保合作劝导员将采
取守点、 巡线等方式履行交通安
全劝导员、交通安全宣传员、基础
信息采集员、 道路隐患排查员等
职责。 保险企业劝导员则在事故
保险现场协助客户及保险公司流

动定损进行勘查、理赔等工作，同
时劝导员还要协助交管部门对事
故现场进行秩序维护工作。

交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以
四处标准劝导站为样本， 力争年
底前，全面推开农村地区“两站两
员” 建设工作， 推动农村地区警
保合作新机制， 为人民出行安全
提供最佳保障。

本市首批警保合作劝导员房山上岗

近日， 北京普仁医院党委组织部分专家在门诊楼前举办大型义诊
暨健康咨询活动。参与本次义诊咨询的医护人员全部为来自各临床、医
技科室的专家，涵盖了内科、外科、骨科、眼科、神经内科、妇科、儿科、放
射科等多个专业。本次义诊咨询活动共接待患者及居民300余人次。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通讯员 李雪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9日 ，
市疾控中心表示， 目前北京市已
进入手足口病高发季节， 今年上
半年手足口病例数及聚集性疫情
数均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据悉，病原学监测结果显示，
CV-A16为手足口病的优势病原
体。预计7月报告病例数还将继续

上升。 随着中小学校陆续进入暑
假， 学校及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
发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将降低。
对于暑期仍在运行中的学校及托
幼机构， 应加强严格执行晨午检
制度，做好缺勤登记等工作，加强
玩具、卫生用品、餐具以及活动场
所物体表面的消毒工作。

本市向民企再推介65个重点项目
包括一大批高精尖产业项目及便民商业、生态环保等民生项目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发布消息， 本市再
次向民营企业发出诚意邀请，集
中推介65个重点项目。 其中既有
便民商业、生态环保、医疗养老等
民生项目， 也有一大批高精尖产
业项目， 总投资1006.13亿元，拟
引入民间投资503.91亿元， 占总
投资一半以上。 今年的65个项目
实现了16个区全覆盖。

从行业上看， 这次推介的65
个项目共涉及9大重点领域 。其
中，高精尖产业项目9个，包括中
关村人工智能科技园等项目。城
市更新项目6个，包括菜市口西片
老城保护和城市更新、 宝华里房

改带危改小区土地一级开发、密
云区溪翁庄镇溪翁庄村棚户区改
造等项目。 便民商业项目4个，包
括世界之花假日广场等项目。住
房保障项目10个， 包括朝阳区小
红门乡37#集体土地租赁住房 、
海淀区苏家坨镇集体租赁住房、
顺义区牛栏山镇官志卷村集体租
赁住房等项目。 生态环保项目10
个， 包括朝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
焚烧三期、 门头沟区第二再生水
厂项目、 大兴区采育镇污水处理
厂（一期）提标改造等项目。文化
体育类项目7个，包括未来科学城
体育中心等项目。休闲旅游项目8
个，包括顺义区浅山逸站、密云区

独秀峰旅游接待服务设施、 延庆
区榆林古驿保护性开发等项目。
医疗养老项目8个，包括朝阳区通
惠上河嘉园二期033地块养老设
施、 平谷区兴谷街道三级综合医
院等项目。 交通能源项目3个，包
括幸福巷小区300KW楼顶分布
式光伏发电、 新居里小区停车位
挖潜改造等项目。

据了解， 这些项目的参与方
式以股权投资为主， 半数以上项
目计划通过合作开发、PPP、组建
联合体等方式吸纳民间资本；其
余项目计划通过合作经营、 合作
建设、债权投资、盘活存量资产等
多种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延庆严查水源保护区违法捕鱼

本市已进入手足口病高发季节

近日， 东城区东花市街道第
二届微型消防站比武竞赛在花市
消防中队举行，16个微型消防站
组成16支代表队参加了此次比武
竞赛。 此次竞赛结合辖区高层居
民建筑多的特点，开展包括4×30
米负重接力折返跑、 初期火灾扑
救和双人水带连接出水操作三个
竞赛科目。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微型消防站
比拼救援技能

新华社电 滴滴出行9日在
其客户端公示 《北京市滴滴网约
车价格调整说明》，将从11日开始
实行新的计价规则， 根据本市不
同区域、不同时段，对起步价、里
程费、时长费进行了上涨或下调。

滴滴出行将北京划分5大区
域，第一区域为东城、西城、海淀、
朝阳、丰台、石景山、昌平、门头沟
区；第二区域为顺义、通州、大兴、
房山区； 第三区域为密云、 怀柔
区；第四区域为延庆区；第五区域
为平谷区。以第一区域快车为例。
工作日期间，早高峰时段 （6:00-
10:00）滴滴快车起步价由13元涨

至14元， 里程费由1.6元/公里涨
至1.8元/公里，时长费不变，依然
是0.8元/公里。平峰时段（10:00-
17:00） 滴滴快车起步价不变，里
程费由1.6元/公里下调至1.45元/
公里， 时长费由0.5元/公里下调
至0.4元/公里。晚高峰时段（17:00-
21:00）滴滴快车起步价由13元涨
至14元， 里程费由1.6元/公里下
降至1.50元/公里， 时长费不变，
仍是0.8元/公里。 夜间凌晨时段
（21:00-06:00）滴滴快车起步价由
13元涨至14元， 里程费由1.6元/
公里涨至2.15元/公里，时长费由
1元下调至0.8元/公里。

滴滴出行11日起调整网约车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