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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百万亩造林工程全面完成
本报讯(记者刘菲菲)昨天，市平原造
林工程建设总指挥部宣布，经过 4 年努
力，北京平原百万亩造林工程建设任务全
面完成，共造林 105 万亩、植树 5400 余万
株，工程在建设规模、造林速度、质量水
平、景观效果等方面均创造了北京植树造
林的历史。
本市于 2012 年启动平原地区百万亩
造林工程，
围绕
“两环、
三带、
九楔、
多廊”
规
划布局，4 年来新增万亩以上绿色板块 23
处、
千亩以上大片森林210处，
50多条重点

道路、
河道绿化带得到加宽加厚，
构建了色
彩丰富、绿量宽厚的平原地区绿色廊道骨
架。平原地区初步构建以大面积森林为基
底、
大型生态廊道为骨架、
九大楔形绿地为
支撑、健康绿道为网络的城市森林生态格
局。通过此次造林工程，
本市平原地区森
林覆盖率由14.85%提至25%，
全市森林覆
盖率由37.6%提至41%，
营造了林海绵延、
绿道纵横、公园镶嵌、林水相依的森林景
观，
全市形成了城市青山环抱、
周边森林环
绕的生态格局。

据市园林绿化局介绍，
在平原造林工
程实施过程中，
突出利用废弃砂石坑、
荒滩
荒地和坑塘藕地造林绿化，
生态修复、
环境
治理和湿地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在集约使
用土地资源和改善区域环境等方面发挥了
显著作用。北京历史上的五大风沙危害区
得到彻底治理，永定河沿线新增造林 5 万
亩，
形成 70 多公里长、森林面积达 14 万亩
的绿色发展带。20多年未得到治理的昌平
西部 2 万多亩沙坑煤场、怀柔 6400 亩大沙
坑变成了生态景观游憩区。同时，
工程主

体造林树种选择了适合北京气候条件、节
水耐旱、滞尘作用明显的国槐、银杏、油松
等162种，
增加彩叶植物710余万株。
此外，
平原造林工程还创新了土地经
营权流转模式，
鼓励农民参与平原造林建
设。农民通过土地流转补偿得到稳定收
益，
参与工程建设和后期养护实现绿岗就
业，发展林下经济增加收入。据统计，目
前郊区有 7 万余名农民实现绿岗就业增
收，
大兴、密云、延庆等地吸纳当地农民就
业的比例超过 80%。

郊区两会

本报讯（记者杨旗）昨天，记者从平
谷区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获悉，
串联京冀
重要的轨道交通线平谷线，
力争明年开工。
平谷区区长姜帆表示，
平谷线是区域快线，
会减少车站，
拉大站间距，
平均站间距为8
公里，
目前本市地铁时速最高80公里，
而平
谷线将使用时速160公里的列车，
速度快一
倍。届时，
平谷居民45分钟可抵达市中心。
据了解，目前平谷线初步规划方案
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复，将以东四环东风

北桥为起点，经朝阳区、通州区，进入河
两地可共同引进投资公司建设。据了解，
北省三河市，然后向北进入平谷区马坊
平谷线计划设置 9 站，
其中在平谷设立马
地区，最终进入平谷新城，全长 72 公里。
坊、
马昌营、
洳河西、
洳河东、
平谷新城西、
此 外 ，平 谷 区 还 争 取 将 平 谷 线 东 延 至
平谷新城东等6站。
2020 世界休闲大会主会场金海湖。
此外，
“十三五”
时期，
平谷还将建成承
在平谷线建设体制和运营机制方
平高速、京平京秦高速联络线；推进早鲍
面，姜帆介绍，目前，京冀两地正在洽谈
路、
东和路等骨干道路建设，
完善交通微循
中，
河北方面已经确定会对平谷线建设进
环系统；
打通平谷与周边地区的
“断头路”
、
行出资。北京、
河北两地规划部门已经接 “瓶颈路”；建设两座交通枢纽，实现多维
洽，初步确定采用共同审批的模式，未来
交通网络的快速接驳。

热点

通州明年取消主干道路侧停车

本报讯（实习记者夏开晗）昨天记者从通
州区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上获悉，
从明年起，
通
州区将取消城市主干道路侧停车位，
相关停
车位调研规划方案将于明年1月公布。
据通州区市政市容委介绍，通州区
目前面临机动车数量远高于停车位数量
的难题。目前，当地备案车辆为 26 万
辆，日常行驶中还将加上 10 万辆左右的

非备案外地和其他区域车辆，然而通州
区拥有备案机动车停车位仅 9.3 万个。
明年，通州区将逐步取消新华大街、京塘
路等城市主干道的路侧停车位。目前通
州已经委托专业公司启动全区停车位规
划方案，调研哪些区域仍有挖潜空间，哪
些区域停车位最为紧张，制定停车调配
方案。具体的停车位调研规划方案明年

1 月出台。
据悉，针对通州区停车位严重不足
的现状，当地还拟采取新建立体停车楼
的措施缓解停车难，目前已在通州妇幼
医院试点，每个停车位可停放 8 辆车。
今后，通州区将对立体停车楼的造价、停
车效果进行评估，时机成熟后，将向老旧
小区多区域推广。

热议报告

10 亿元：
“十二五”时期，平谷区盘
活闲置土地近 1000 亩，淘汰落后产能
10 亿元，亩产税收从全市较低水平提
升到中上水平。
50 亿元：平谷区生态新城初步形
成，过去 5 年里，平谷区投资 50 亿元，
全面治理泃河、洳河两大水系，同步实
现污水截流和中水回用，同步配建亲
水绿道和节点公园，四水环绕、水林城
交融的美丽景象初显。
30 万亩：
“十二五”时期，平谷区累
计实施造林、育林近 30 万亩，种植彩叶
树木 85 万株，打造新平蓟路、密三路、
京平高速三条景观大道，建成生态清
洁小流域 220 平方公里，区域环境更具
魅力。
本报记者 杨旗

通州
50 个：明年，通州区将启动环城生
态景观带和环区界生态过渡带建设，
完成六环路、新华大街等道路绿化景
观建设，启动凉水河、潮白河健康绿道
建设，争创国家级园林城市，同时，完
成 50 个美丽乡村建设。
2 万：通州区去年继续健全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新增就业 2 万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 2.5%以内。
“243”
“
：十三五”
时期，
通州区级医
院将构建
“243”
格局，
整建制引进至少 2
所三甲医院，建成潞河医院等 4 个区域
医疗中心，打造妇幼保健院等 3 家优质
专科医院。 本报实习记者 夏开晗

平谷明年试建
“农村淘宝”

传真

平谷年投三百万培养医学人才

本报讯（记者杨旗）昨天，平谷区四
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传来消息，明年 1 月，
平谷区将设立300万元的医学人才培养专
项基金，
为承德-秦皇岛-唐山的京东三角
区域免费培养基层医学人才，
推动京东地
区卫生医疗水平的协同发展，
将平谷建成
东部京津冀会诊转诊、
医学影音和临床技
能培训中心。
平谷区卫计委主任金大庆表示，
平谷
毗邻河北承德、
秦皇岛、
唐山，
区内医疗水
平向外发展，
有区位地理优势。近年来，
平

平谷

传真

平谷区人大代
表在分组讨论会上，
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对平谷未来的发展
充满了憧憬。
马程远/摄

数字

热点

地铁平谷线设计时速 160 公里

谷区建立了全市首个区域医疗中心，
区医
院升级为三级综合医院，
医疗技术水平提
升明显，
有消化、
超声、
骨科、
妇科等方面的
6名医生在全国范围内出诊手术。
“区内医
疗人员如果仅仅服务本区40多万人，
对于
人才卫生水平提高会很难，
所以平谷医疗
机构要借助地理和技术优势，
提升整个东
部京津冀地区的卫生医疗水平，
为城区有
效疏解京东地区的患者。
”
金大庆说。
明年 1 月起，平谷区将借助已建成
的模拟医院，免费为承德-秦皇岛-唐山

的京东三角区域的区县级医院培养医学
人才，建立区域会诊转诊中心。
“ 这个区
域内的县区级医院的医疗水平整体偏
低，需要扶持。”金大庆说，区内的模拟医
院建成以来，已为全国培养 5000 余名医
学人才，明年 1 月起，平谷区设立医学人
才培养专项基金，每年投入 300 万元，培
养京东三角区医学人才，明年首批计划
从临床技能方面培养 300 人。今后，平
谷还将借助医学影音中心，利用网络联
通整个京津冀区域，
实现在线手术指导。

本报讯（记者杨旗）记者昨天从平
谷区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获悉，明年，
平谷区将与阿里巴巴合作，在 20 个村
试点
“农村淘宝”
项目，
解决山区农村网
上买难卖难问题，
推进区域电子商务发
展。据区商务委副主任高杰介绍，目
前，
双方就这一项目已达成初步协议。
“现在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然
而，
农村地区由于农民计算机技术水平
低、
物流难以抵达，
制约着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农民网购、网售都是难题。”高杰
说，
明年初他们与阿里巴巴签署正式协
议后，
平谷将选取20个村统一设立村级
服务站，每村设 1 名代购员。村级服务
站将具备网上代买、代卖、代收发快递、
代交水电费、扶持村民创业等功能。代
购员替村民在网上下单、
支付，
快递公司
将农民购买的商品统一送至区邮局，
由
邮局向各站点配送，
既节省成本，
又能解
决农村快递公司少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