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2/ 星期五 编辑 / 蔡卫卫 排版 / 黑景波 校对 / 宋霞

The Mirror

时事 05

西城街道实现公办园全覆盖
昨天，西城两会新闻发布会召开。
记者获悉， 西城区 2018 年将至少新
增 4 所公办幼儿园，实现每个街道公
办园全覆盖。

20个民办园监控系统
将实现同步远程监控
西城区教委主任丁大伟介绍，西
城区 的 学 前 教 育 学 位 将 逐 年 增 加 。
2018 年西城区将新建 4 所教委直属
园，每个街道均有公办幼儿园。 未来 3
年，15 个街道中， 每个街道至少新增
一所公办园。 这意味着，3 年总共新增
公办园的数量不会少于 19 所。
除了公办园， 西城对民办幼儿园
和单位办园将实行业务统一管理，通过
以租代建、学位奖励等多种方式，加大
资金支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普惠性民

办园。 政策上也将向民办园倾斜，民办
幼儿园的园长和教师由教委代评职称，
园长可享受每月 1000 元的津贴。
监管方面，民办幼儿园园长纳入
职级考核，由区教委统筹管理。 民办
幼 儿 园 园长和教师 培 训 也 将 加 强 ，
2018 年实现培训的全覆盖。 对于民办
幼儿园教师缺口问题， 西城区将和市
属高校联合培养、公开招聘，并选派区
教委直属幼儿园园长和骨干教师进行
扶持帮助。 丁大伟表示，西城区 20 个
民办园的监控系统将实现同步远程监
控， 录像保存由一个月逐步延长至三
个月。
关于西城的学区建设， 丁大伟表
示，西城现有 11 个学区，2017 年“第
12 学区”投入运行，统筹了西城区定
向安置房所在区承办的幼儿园、 中小
学校布局。

2018年上半年完成四个
邮政搭载蔬菜服务网点
发布会上， 西城区商务委主任袁
立介绍，2018 年上半年，西城将在牛街、
西便门、天宁寺、永安路等四处邮政网点
建设邮政搭载蔬菜服务网点。目前，牛街
网点已经开始试营业。 如果运营效果良
好，下半年很有可能再增加四处。
袁立表示，根据《西城区生活性服
务业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西
城将在 2018 年上半年完成四个邮政
搭载蔬菜服务网点建设，充分利用邮政
服务优势，
“
特别是很多老年人，每个月
都要去邮局领工资，或者办理一些其他
业务，这个网点就能帮助他们在办事的
同时顺便买菜。”袁利表示，牛街等四网
点的具体地址选择将由邮局确定，商务

委将对菜价和服务情况进行监督：“在
邮政网点内专门开辟出一块区域用于
蔬菜检验，要保证菜品新鲜。 如果效果
良好，下半年还将开设四处。 ”目前，牛
街网点已经进入试运营阶段。
此外， 为加强生活服务圈精准服
务和智能管理水平， 西城区还将建立
菜篮子智能管理服务信息系统， 推出
西城“
e 买菜”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提
供百姓身边买菜网点查询与导航服
务、实时菜价监测、民生需求大数据分
析等功能， 新建和规范提升各类便民
商业网点 70 个。
目前， 在什刹海白米斜街和恭王
府附近已经开设了两处数字便民菜
店，居民可在菜店的数字平台预订，提
取菜品。“2018 年在什刹海将再建一
处数字便民菜店。 ”袁立说。
文 / 记者 周超

海淀6000余便利店
实现“实时监控”
本 报 讯（记者 张 丽）1 月 12 日，
海淀召开
“两会”第二场新闻发布会，
正式发布
“海淀区生活性服务业品质
提升指数”， 实时监控全区 6000 多
家便利店网点，全面提升海淀民众生
活品质。
记者了解到，目前，海淀区商业
主体 12 万余个，商业面积超过 600
万平方米， 规范化菜篮子网点 590
余个，早餐网点 1200 余个，便利店
和超市 2100 个网点。 这些网点体
量小、布局分散，商业网点变更速度
快，部分区域仍存在服务不规范、品
质低等问题。
对此，海淀区商委联合大数据公

司龙信思源，着眼消费供给侧改革，启
动社区商业规划平台建设，充分采集、
整合、分析社区商业相关数据，通过引
入大数据技术， 实现日常管理决策的
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科学化。
海淀区商务委副主任余新星介
绍，2018 年，“海淀区生活性服务业
品质提升指数” 将实现每季度更新，
成为海淀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建设
的重要参考指标，指导区、街镇两级
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建设工作，如制
定并完善全区及街镇级的商业网点
规划；对网点布局分布、服务情况进
行动态跟踪；测评街镇品质提升工作
目标达成情况等。

白浮泉遗址公园将免费
本报讯（记者 武玉姗）记者昨天
从昌平区“两会”上获悉，昌平区大
运河白浮泉遗址公园将在 2018 年
开建，建成后免费向市民开放。
昌平区文化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大运河白浮泉遗址位于昌平区
城南街道化庄村东， 为元代大运河
源头，现存都龙王庙、九龙池等文物
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按

照工作计划，3 月将出台初步方案，
力争 2018 年上半年启动白浮泉遗
址、都龙王庙修缮工程，下半年启动
龙泉禅寺整治修缮和白衣庵、古戏楼
复建。
据介绍， 在修复文物的同时，会
对原龙山度假村内的非文物建筑进
行改造和部分拆除，在主体建设及文
物修缮完成后，就免费向公众开放。
2018 年， 昌平区将继续加大
保障性住房建设协调力度，优先安
排储备土地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预计 2018 年将再增加 4000 余套
共有产权房房源。 据介绍， 截至
2018 年年底，昌平全区将有 8000
多套共有产权房。
2018 年， 昌平区将在疏解整
治上持续用力。制定市场疏解专项
方案，除保障群众生活的农副产品
交易市场外，其余都要力争三年内
全部退出。 此外，昌平还将重点办
好群众家门口的事，新建便民商业
网点 103 个， 实现社区蔬菜零售
全覆盖，力争便利店、早餐等其他
地址：朝阳区大山子草场地首都机场辅路 88 号
基本便民服务功能覆盖率提高到
（乘车交车 418 402 688 851 973 909 955 路草场地站下车即到） 90%。
制图 / 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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