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本市】03新闻2020年 1１月 19日·星期四│本版编辑 卢继延│美术编辑李媛│校对 刘芳│E—mail:ldwbyw@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北京环球度假区发布
首批21家旅游渠道官方授权合作伙伴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姚
家园快速路增设主路出口， 沙阳
路路口改造后直接进主路， 公交
专用道消除断点延伸至路口……
昨天，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 本
市百项疏堵工程将在今年年底前
全部完成， 其中20项市级疏堵项
目已经完成16项。 明年， 本市仍
将继续实施不少于20项市级疏堵
工程， 将更加注重公交及慢行系
统设施完善。

据市交通委项目管理中心工
程科科长叶凯丰介绍， 疏堵改造
过程中， 一个出入口的增设， 往
往可以提高一个区域的通行能

力。 例如， 今年， 交通部门在姚
家园快速路石各庄桥以东至现
况主路进口间增设一处主路出
口 ， 改造后缓解了姚家园 快 速
路辅路与定福庄路交叉口的交
通拥堵。

海淀沙阳路交通秩序混乱问
题 ， 也将通过疏堵工程得到根
治。 疏堵工程中， 将信苑东路路
口、 馨瑞东路路口中央隔离带和
主辅路隔离带打通， 改造为与沙
阳路主路连通的信号灯控路口，
车辆可以通过灯控路口实现北向
东行驶， 不必再绕行。 据介绍，
该工程在完成两个路口的高压线

杆、 线缆改移后， 最早有望本月
底或12月初完工。 届时， 沙阳路
北侧翠北嘉园、 馨瑞家园、 三嘉
信苑等多个大型小区的居民出行
将畅通。

此外， 正在进行中的疏堵工
程还有康化路局部加宽改造， 将
五环外康化路 （康化桥至南侧灯
控路口段） 由双向2车道调整为3
车道 ， 其中 ， 出京2条 ， 进京1
条， 缓解康化路交通拥堵。 目前
正在进行挡墙施工， 有望下月初
完工。

本市一些疏堵项目聚焦公交
提速， 对公交专用道进行了补充

完善。 其中， 631路公交示范线
起点为航天桥南、 终点为黄村火
车站， 今年疏堵工程中， 将京开
高速进京方向公交专用道补充
延伸至西红门收费站， 保证了
公交专用道连续性 。 地铁 周 边
也通过一些 “小手术” 改善了通
行环境。 5号线天通苑北站周边，
过去大量非机动车停放在路边
影响通行 ， 交通部门通过疏堵
工程， 将站前广场北侧已弃置
公 交 场 站 改 造 为 自 行车停车
场， 解决了近4000辆非机动车停
放问题， 路侧占路停车现象基本
消除。

明年疏堵工程将聚焦公交 、
慢行提速。 叶凯丰介绍， 在改善
慢行方面， 明年计划在大屯路与
北苑路交叉口增设行人过街设
施； 在学院路与成府路交叉口增
设行人二次过街岛； 利用高架铁
路下方空地增设一条自行车道和
步道。

在提升公交设施服务水平方
面， 完善玉蜓桥西公交站人行通
道； 开展建国路南辅路慢行系统
及公交站完善工程等。 “通过调
整现状公交站位 、 建设公交港
湾、 扩建公交站台等措施， 提升
公交出行环境。” 叶凯丰表示。

明年疏堵重点聚焦公交、慢行提速

本市百项疏堵工程年底前全部完工

2020年北京农村“煤改电”工程全部完工
涉及昌平、房山两个区46个村约2.9万户居民

本市完成成品油储运系统VOCs专项执法行动

“文明餐桌 俭以养德”公益巡讲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目前，
北京市2020年 “煤改电” 工程已
全部完工， 涉及昌平、 房山两个
区46个村约2.9万户居民 。 记者
昨天了解到， 北京市发改委已于
此前批复该项目资金申请报告，
为今年 “煤改电” 工程安排补助
资金。

北京市在 2003年即已启动

“煤改电” 工程。 《2020年北京
市农村地区村庄冬季清洁取暖工
作实施方案》 则明确， “2020年
北京农村地区要继续推进煤改清
洁能源工作”。 据了解， 2020年
“煤改电” 项目涉及昌平、 房山
两个区 ， 覆盖46个村约2.9万户
居民。 项目将实施 “煤改电” 配
套电网改造 ， 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 安装变压器422台， 中压电
缆54.25公里 ， 低压电缆51.25公
里， 中压架空线路1053.94公里，
低压架空线路921.14公里， 电杆
11411基， 电表16349个。 此次46
个村 “煤改电” 工程的完工， 也
意味着北京 3921个村中 ， 已有
3398个顺利完成煤改清洁能源改
造， 占比约87%。

(上接第１版)
按照 《若干措施》 的规划，

未来东城区将以前门地区为示范
区核心区与起步区， 以北二环和
建国门内大街两侧为依托作为文
化金融科技创新区和文化金融服
务拓展区， 打造东直门国际金融
生态城、 永外城国际文化创意产
业园、 红桥文化产业集群、 隆福
文化中心等多组团区域， 提升文
化金融空间承载效能； 加快王府
井国际一流步行商业街区建设，
设立示范区文化金融服务中心，
推动示范区文化、 金融、 科技融
合， 提高文化企业发展质量， 实
施 “文菁人才” 计划， 发挥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国家
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 “双示
范” 优势， 打造国家级文化金融
活动品牌， 建立示范区统计监测
体系。

发布会上 ， 中国人 民 银 行
营业管理部与东城区人民政府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东城区文化
发展促进中心 、 东信创合 （北
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金
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签署
了东城区 “文菁” 文化+产业基
金 （一期） 框架合作协议， 设立
总规模10亿元， 首期规模4亿元
的 “文菁” 文化+产业基金， 为
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11月
17日， 在北京市委宣传部、 首都
文明办共同主办的 “文明餐桌
俭以养德” 公益巡讲文明引导员
专场宣讲活动中 ， 来自行业协
会 、 餐饮企业 、 农业 、 居民社
区、 教育业等领域的五位宣讲代
表分别就 “光盘行动” “公勺公
筷 ” “珍惜粮食 ， 拒绝浪费 ”
“厨余垃圾” 等进行了分享。

本次活动实行了 “引导式宣
讲” 和 “针对性宣讲” 方式， 通
过 “理论+实践” “事实举例+
典型引领” 等形式， 传递将 “文
明餐桌 俭以养德” 理念 。 据了
解， “文明餐桌 俭以养德 ” 公
益巡讲活动还将陆续走进学校、
商场、 机关单位、 企业， 引导市
民形成 “文明餐桌 为爱健康 ”
的生活理念。

新华社电 北京环球度假区
日前发布首批21家旅游渠道官方
授权合作伙伴， 游客可在平台上
购买或预订北京环球影城门票、
度假酒店、 季节性活动等产品。
北京环球度假区的线上分销渠道
已初步成型。

据悉， 此次发布的旅游渠道
官方授权合作伙伴， 是北京环球
度假区布局分销渠道的第一步，
也代表了社会各界对中国文旅行
业复苏发展的巨大信心。 未来，

北京环球度假区还将全面布局
线上线下渠道 ， 通过各大旅行
预订平台， 为游客提供便利的预
订服务。

北京环球度假区的七大主题
景区共有37个骑乘娱乐设施及地
标景点、 24个表演演出、 80个餐
饮门店以及30个零售门店。 北京
环球度假区总裁兼总经理苗乐文
介绍，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为游客
带来耳目一新的主题公园体验，
推动文旅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记者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获悉，
今年6月至9月， 北京市生态环境
部门组织开展了成品油储运系统
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专项
执法检查行动， 通过加大执法力
度、突出科技手段、引导错峰加油
等一系列措施， 强化成品油储运
系统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监管。 行
动期间共检查加油站、储油库、油
罐车7886座（辆）次，立案处罚62
起，处罚金额181万元。

此次专项行动， 北京市生态
环境部门主动加压， 在落实国家
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攻坚行动方
案的基础上， 把 “开展一轮储油
库油气泄漏点检测” 扩大到 “两
轮”， 并将检测对象范围由29座
储油库扩大到1000余座加油站。

6-9月， 市区两级生态环境
部门对全市成品油储运系统进行
一次全面 “体检”， 共检测排查
储油库泄漏风险点635个、 加油
站泄漏风险点5031个， 对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 提醒企业立即进行
维修整改， 严格杜绝跑冒滴漏，
降低油气泄漏风险。

专项行动期间， 生态环境部
门充分利用在线监控系统开展远
程精准监管， 通过在线监控系统
发现违法线索百余起， 大大提高
了执法效能。 同时， 对加油站在
线监控系统开展一致性比对抽测
1024座次 ， 检测合格率达到97.
7%， 对14座在线监控运行不稳
定、 数据不准确的加油站实施行
政处罚， 罚款金额30万元。
� 在线监控系统为本市加油站

油气排放监管提供了科技支撑。
全国范围内， 北京市是第一个实
现加油站油气回收在线监控的城
市， 所有年销售汽油2000吨以上
的加油站均已安装在线监控装
置， 占全市加油站总数的70%。

针对夏季白天高温时段油气
挥发较多的特点， 市生态环境部
门组织全市成品油企业制定工作
方案， 实施错峰装卸油、 鼓励车
主避开白天高温时段加油等措
施。 中石化、 中石油带头将白天
高温时段卸油作业减少 20%以
上， 部分储油库高温时段停止全
部发油作业。 全市加油站纷纷出
台夜间加油满减、 双倍积分、 推
送优惠券等优惠政策 。 6-9月 ，
车主夜间加油比例有所提升， 助
力减排。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 什么
是首问负责制？ 告知承诺的适用
范围是？ 这两天， 怀柔区政务服
务局正组织24个综合窗口的86名
服务人员开展业务大比武活动，
采取自学自练、 闭卷笔答、 小组
互考、 集体点评、 分组竞答以及
手机APP线上考核等形式对业务
政策知识进行全方位考核。 这是
怀柔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
政务服务水平的又一创新举措。

“今年 ， 为简化办事流程 ，
我们在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24个
综合窗口， 对1342个审批事项无
差别办理， 办事人可在任意一窗
口办任意一事项。 这就对综合窗
口服务人员有了更高的要求， 要
全面掌握所有业务的办理内容、
流程等。” 怀柔区政务服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组织业务大比武

是为了确保综窗人员熟练掌握各
类业务， 为办事人提供更高效的
服务。 考试内容全部从 《北京市
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 题库中抽
取， 近800道题。 同时， 为确保
综窗人员学习不断线， 业务能力
大比武每月至少开展两次。

“我们对1324个审批事项所
需手续、 办理流程等等都要全部
掌握， 通过业务能力大比武， 对
自己工作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帮
助。” 一位综合窗口服务人员说，
“还能够找到与其他同事之前的
差距， 比学赶帮超， 共同提升业
务水平。”

据了解， 除提升综合业务窗
口工作人员业务能力， 怀柔区在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上还有不少
创 新 举 措 。 其中包括 ， 推出
“掌上办” 平台， 1605个区级办

理事项、 1204个镇街办理事项实
现100%网上申办 ， 提高了企业
及办事人的办理效率； 在区内6
家分中心设置 18台自助终端 ，
1000余个政务服务事项 线 上 自
助 办 理 ， 其中 ， 发票申领等30
余项税务政务服务事项在区中心
及人保中心实现跨厅通办； 梳理
出20余个涉农事项， 将审批权限
下沉至镇街， 减少了办事人跑动
路程。

怀柔政务服务局每月至少两次业务大比武

首届北京（国际）大学生电竞节启动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11月

18日， 由中国传媒大学虎牙电竞
研究中心发起， 由北京市文资中
心、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演艺集
团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北
京 （国际） 大学生电竞节开启。

首届北京 （国际） 大学生电
竞节赛事报名时间为11月18日-
11月23日， 受疫情影响仅限北京

地区高校在校生参与。“我和电竞
的故事” 系列活动报名时间为11
月18日-12月6日，全国高校在校
生均可参与。 竞赛单元的官方报
名渠道为北京（国际）大学生电竞
节官网的赛事报名和官方邮箱
bj_esports@163.com。总决赛将于
12月10日以线下赛的形式举办，
并通过虎牙直播线上同步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