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2020年
春运已经拉开帷幕。 北京公交集
团春运客运总量预计达2.98亿人
次。 公交集团将采取增加重点区
域和夜班线路运力， 返京高峰时
段夜间加车、 开通公交春运专线
和增发“合乘”定制公交等措施，
应对春运高峰。

公交集团春运总车次将达
583万次， 日均计划车次达14.57
万次。途经各大高校、北京站、北

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等四
大火车站以及六里桥、赵公口、四
惠、 永定门等长途客运站周边的
公交线路增配200余部机动车，根
据客流情况随时投入运营。

节后返京客流高峰期间，公
交集团将根据客流需求和夜间抵
京临客列车时刻表， 对市民出行
热点区域的夜班线路增配机动运
力， 按照客流变化及时增发车次
缩短发车间隔。其中，途经四大火

车站的夜5、夜8、夜10内等14条线
路，每条线路增配2至4部机动车，
在原有行车时刻表的基础上，及
时采取计划外增发车次的措施。

春运期间， 由北京西站始发
的9条重点线路， 将在首班车、末
班车和客运列车集中到达时段增
配运力。 在春运离京和节后返京
出行高峰时段， 北京南站102路、
106路 、133路 、665路采取末班延
时措施。

北京公交春运客运总量预计达2.98亿人次

途经火车站及高校等线路将增发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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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文明行为养成进入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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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昨
天从市教委获悉， 通过搭建互联
网平台，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的优质师资帮助新疆和田和
兵团第十四师100名中小学教师
提升了普通话和教育教学能力。
今后，“首都教育远程互助工程”
有望在更多受援地区得到推广。

去年9月，“首都教育远程互
助工程” 和田项目在首都师范大
学启动。 项目借助北京参与高校
的 “互联网+教育 ”优质资源 ，以

及 “双优云桥 ”与 “智慧学伴 ”平
台，采用异地双师教学、APP任务
推送和1对1精准辅导等方式，为
和田地区、 兵团第十四师参训教
师提供了实时精准的培训服务。

该项目共培训100名新疆中
小学教师， 其中50人参加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提升专项培训，50人
参加教育教学能力专项培训。在
历时两个多月培训中， 国家通用
语言项目线上辅导累计2800次 ，
辅导时长累计1466小时 ，71.05%

的老师提升率超过平均值 ，99%
的学员认为在课堂上用普通话讲
课效果得到提升。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2020
年第1周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
18种25726例。 近日 ， 记者从北
京市疾控中心获悉， 报告病例数
居前5位的病种 依 次 为 ： 流 行
性 感 冒 、 其 它 感 染 性腹泻病 、
病毒性肝炎 、 手足口病和肺结

核， 共占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
的98.90%。

随着春节的临近和气温的不
断降低， 感染流感的市民不断增
多。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要增强
防病意识，做好个人防护，减少出
入人流密集、空间密闭的场所。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从上周召开的首都地区文明办主
任会议上了解到， 《北京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 已提交一审， 下
半年有望施行， 今年本市将以该
《条例》 出台为契机， 落细落小
文明行为规范， 实施市民文明行

为养成行动。
2019年， 北京榜样优秀群体

被中宣部授予 “时代楷模 ” 称
号。 在北京榜样的带动感召下，
今年又增加了 “扶贫之星” “政
务服务之星” 等子品牌， 主题活
动子品牌已达到14个。

围绕全市中心工作， 本市将
文明创建融入城市治理， 提升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目前， 本市
已成立了17个实践中心 ， 345个
实践所， 6946个实践站， 中心 、
所、 站三级组织体系初步形成。
今年 ， 这一项工作还将深化拓

展， 拓展服务内容， 完善 “点单
派单” 精准化服务模式， 提供经
常性、 针对性的服务。

背街小巷集中体现着首都精
神文明建设的成效。 据了解， 今
年， 本市将深化巩固背街小巷环
境整治提升成果， 谋划制定精细

化治理新三年行动计划， 充分发
挥1.6万名街巷长和3.5万名小巷
管家带动作用， 健全长效管理机
制。 通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推
广整治创建成果 ， 选树文明街
巷、 文明商户等多种形式， 有序
推动街区面貌不断更新。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下半年有望施行

新年首周全市报告病例数首位为流感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上
周，密云区召开“绿色经济创新发
展”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大会。现场
发布35项重点工程、 重点推进项
目和重大商机， 聚焦密云全区基
础设施建设等6大方面。

活动现场，密云区委常委、常
务副区长杨珊在梳理优化营商环
境政策兑现情况的同时， 发布了
重点工程、 重点推进项目和投资
密云的商机。其中，科学城东区科
教基础设施建设、 棚户区改造项

目等备受关注。 重点工程和重点
推进项目涵盖基础设施、 生态环
境提升、民生改善、产业发展、社
会事业等6类35个。

当天， 密云区开启2020年优
化营商环境服务主题启动仪式，
密云区委、 区政府与绿色科技产
业发展基金、 绿色产业创新发展
基金、 北大医学部、 长江商学院
等7个重点项目进行签约。 其中，
长江商学院将在密云区建设永久
校区。

密云发布35个重大项目和投资商机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北京
京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今年将投
入运营， 这是记者昨天从平谷区
了解到的。

据介绍， 京瓦中心将作为北
京市农业创新的枢纽， 搭建连接
企业和科研单位的桥梁， 打造高
品质农产品生产、 农业绿色可持
续发展、 全产业链价值创造的高
地， 成为国内农业产业价值链创
新和学习的样板， 促进北京乡村
振兴 、 产业发展和农村环境改

善。 计划于2020年5月前完成京
瓦中心挂牌、 入驻园区等相关工
作， 年底前完成京瓦农业科技创
新中心现代林果业、 畜牧业实验
室建设。

平谷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建
设工作开展以来， 着力服务北京
“四个中心” 建设， 强化农业科
技资源要素集聚， 通过探索 “政
府+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企业 ”
的 “金三角” 运营模式， 各项工
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京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今年将建成

本报讯 （记者 彭程） 记者从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京铁路局） 获悉，
2020年春运开启， 北京铁路局预
计发送旅客3543万人， 同比增加
113.2万人，增长3.3％。其中，北京
地区预计发送旅客1829万人，同
比增加48万人，增长3％。

春运首日为1月10日，正值各
大、中小学开始放寒假，北京铁路
局预计节前将出现学生、务工、探
亲“三大”客流高度重叠，呈现节
前高度集中、 节后相对分散的特
点。预计1月21日（农历腊月二十
七）为节前高峰，发送旅客将突破
107万人；节后预计将迎来三次客
流高峰， 分别为 1月30日至2月1
日， 为探亲流高峰；2月8日至10
日， 为务工流高峰；2月15日至17
日，为学生返程高峰。节后高峰日

预计为2月15日（农历正月廿二），
发送旅客将突破115万人。

2020年春运， 北京铁路局针
对京雄城际 （北京西至大兴机场
段） 和京张高铁等新开通线路首

次服务春运，科学调配运力，优化
列车开行和运输组织。 针对电子
客票和候补购票等新举措的实
施，相继推出多项服务新举措，注
重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彭程 摄

北京铁路局春运预计发送旅客3543万人
同比增加113.2万人

春节前客运场站周边交通压力增大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记

者昨天从北京交管局了解到 ，
2020年春运开启。春运期间，客流
同比持续高位，节前商务、探亲以
及节后学生、 务工人员返程等客
流叠加。

据介绍， 春运前期随着春节
临近， 市民集中采购和外埠在京
务工人员、 高校学生离京返乡均

迎来高峰。 从近三年交通运行数
据看， 节前拥堵报警主要集中在
客运场站、交通枢纽、地铁站和批
发市场周边。春节前，市区交通压
力呈现递增趋势，春节前7天客运
场站周边交通压力较大， 节前的
周六为铁路客运高峰。 随着大兴
机场的启用， 春运期间大兴机场
高速通行压力也将有所上升。

预计春节后， 在京务工外埠
人员、学生陆续回京，全市交通流
量逐步回升，机场、火车站、长途
客运站和各大交通枢纽人、 车流
集中，周边交通压力增大。从近三
年春节交通运行数据看， 春节后
市区交通压力低于节前； 初六至
初九、元宵节后为铁路、公路客运
高峰；高速公路压力逐年递增。

500多万盆年宵花投放北京市场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春节将

至，“2020年北京迎春年宵花展 ”
12日在北京花乡花卉嘉年华艺术
中心开幕。

今年北京各大生产商年宵花
生产量总计约500多万盆，排名前
五位的分别是： 多肉植物、 蝴蝶
兰、蟹爪兰、长寿花、仙客来，占到
总生产量的近80%； 其中多肉植
物达到年宵花产量的1/5左右。

今年花卉市场仍主打蝴蝶
兰 、大花蕙兰 、凤梨 、红掌 、长寿
花、 国兰、 仙客来等传统花卉品
种。此外，迷你玫瑰、吊兰、蕨类植
物以及造型美丽的组合盆栽也深
受消费者追捧。 今年的年宵花市
场在调整供应花卉品种的同时，
整体向个性化、多元化发展，并以
家庭园艺消费和个人园艺消费为
主导。 于佳 摄

新疆教师受益首都教育远程互助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