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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本市提升垃圾管理等多方面保障能力

东西城三年内垃圾分类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王斌）北京青年报记者昨
天从全市 2017 年城市管理工作会上获悉，今
年本市垃圾管理、市容环境、供热、节能减排等多个
方面指标和保障能力将进一步提升。其中，全市将
逐步推广垃圾分类“大小桶”模式，未来三年内，东
西城率先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部分社区试点
“三桶”
变
“两桶”
近日，劲松五区的垃圾桶变了模样，过去标着
“厨余”
、
“可回收”
、
“其他”字样的三个大绿桶，变成
了一大一小两个桶，边上还立起一个大铁皮柜子。
据了解，该社区正在进行垃圾分类清运和资源回收
利用
“两网融合”
试点工作。
据悉，大的不锈钢材质垃圾桶专收“其他”类垃
圾，240 升超大容量，每天清运一次；小的塑料材质

人勤春来早
撸起袖子加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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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专收
“厨余”
垃圾，
120 升标准容量，
计划早晚
各清运一次，与“其他”垃圾清运时间区别开。厨余
和其他类垃圾清运车都会装 GPS 定位系统进行监
控，防止混装混运。而一旁的铁皮柜子则是可回收
资源智能箱，居民可以将废旧报纸、塑料瓶、金属等
投入箱内，
用积分卡扫码后攒积分兑换小礼品。
市城管委固废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全市将在部分小区推广一大一小两个垃圾桶的分
类模式，提倡居民采用“干湿分离”的方式进行分
类，并加快垃圾分类及再生资源的“两网”融合，设
置“回收小屋”整合垃圾分类桶站和再生资源回收
站点功能。计划到今年底，每个区至少有一个街道
实行垃圾分类；另外，全市每个街道至少有一个社
区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该负责人还透露，2019 年年底前，东西城将率

先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目前，西城已拿出推广方
案，
东城仍在制定中。
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表示，今年有 6 处垃圾处
理设施按期建成运行，通过源头减量和分类回收利
用，
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率达到 57%。

对于目前充电桩遇到的一些现象，例如设备完
好率低、燃油车长时间占位等，该负责人表示，目前
正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部
门将加强对充电桩行业的监管，
提升服务质量。

全市新建 3000 根公用充电桩

自 2012 年开始，为小区出行路、断头路等进行
路灯改造，结束有路无灯、有灯无路的问题，便纳入
到市政府为民办的实事中。
“ 十三五”期间，本市将
重点解决二环内“有路无灯”问题，二环内将告别
“有路无灯”现象，相关部门正在和东西城进行协调
摸底。同时，今年市政部门还将推进长安街沿线及
“彩虹门”景观照明提升改造，组织二环路 8 座立交
桥新建景观照明设施，在城市新建区推广应用具有
北京特色的多功能道路照明复合型路灯杆。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充电需求越来越
大。今年本市将新建 3000 根公用充电桩，进一步
为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提供便利。
市城管委加油（气）综合管理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将重点做好充电桩“五进”工作——高校、
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科技园区、居民小区，优化
公用充电桩的布局，计划先选择 150 家左右作为试
点，
然后逐年推进。

二环内告别
“有路无灯”
现象

小火车开进 16 号线隧道运渣土
南段 19 站均已进场施工

本报讯（记者 董鑫）作为贯通南北的西部地铁干
线，
北京地铁16号线力争2019年全线贯通。北京城
市快轨公司新闻发言人孙河川介绍，
16号线南段共19
站，
除了看丹站、
丰台站和丽泽商务区站进展较慢，
其
余车站均已经进场开工。据介绍，
16号线首次在地铁
施工暗挖时使用小火车运输渣土，
实现洞内
“零排放”
。

“小火车”
开进地铁隧道
昨天，北京青年报记者来到位于三里河路与车
公庄大街交叉口的地铁 16 号线二里沟车站，走在
16 号线的隧道中，
可以听见地铁列车呼啸而过的声
音。
“这是运营中的地铁 4 号线。”施工方介绍，二里
沟站的区间下穿地铁 4 号线区间，车站又上穿 6 号
线车站，
“隧道顶部距离 4 号线底部近 1 米。
”
进入隧道中，
沿着隧道一侧，
多了一条一尺多宽的
小轨道，
一名工人开着一辆挂了三个斗的小火车，
缓缓
地从隧道深处开出，
斗中盛满了渣土。在开挖现场，
只
见一辆工程车在大力挖土，
而工人们则在随后进行着
清理工作。市重大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暗挖时使用效

仿煤矿作业的小火车，
是地铁施工中首次应用，
大大节
省了人力，
提高了施工速度和洞内运输机械化水平，
并
且小火车是充电使用，
实现了洞内
“零排放”
。
孙河川介绍，16 号线还采用暗挖机械化施工，
施工速度每天可向前推进 4 米到 6 米，效率是人工
暗挖施工的两倍以上。采用机械暗挖后，工人只需
在一旁配合辅助施工即可，以前需要半年才能完成
的暗挖工程，现在只需要 3 个月时间，效率翻倍，以
前需要 24 个人才能完成的作业量，现在则只需要
12 个人。

力争 2019 年全线贯通

6 号线、
16 号线二里沟站同步开通

安检刷卡，
“ 厅台同层”的构造，让乘客刷卡可就直
接进站乘车，不用再下电梯到站台层，而这种特殊
性是由二里沟站的特殊位置决定的。
中铁十六局地铁 16 号线 15 标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二里沟站 16 号线可以与一直通过不停车的 6
号线换乘。作为换乘站，
二里沟站 16 号线将与 6 号
线共享 5 个出入口，
因为 16 号线是
“上穿”
6 号线，
所
以与普通地铁站先是设有安检的站厅层再是站台
层不同，二里沟站的空间分布先是 16 号线的站台，
然后是两条线路共享的站厅，最下方才是 6 号线的
站台，两条线的乘客通过站台中部的双向电梯，可
以完成
“台到台”
的换乘。

二里沟站总建筑面积约 3.9 万平方米，是全国
在建的最大暗挖车站，中铁十六局地铁 16 号线 15
标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二里沟站 16 号线可以与一
直通过不停车的 6 号线换乘。作为换乘站，二里沟
站 16 号线将与 6 号线共享 5 个出入口。
二里沟站的一大特色是出入口都宽大，其中一
个原因就是所有闸机都外移，进站后下了电梯直接

地铁 16 号线全线呈一个 J 形，北起北清路北安
河，向西线路沿北清路至永丰折向南，南至宛平，穿
越海淀区、西城区、丰台区，全长约 50 公里。该线
路全部为地下线，
共设车站 29 座，
其中有 12 座是换
乘车站，
在西苑站将可换乘 4 号线，
在苏州街站可换

16 号线南段 19 站均已进场

乘 10 号线，在国家图书馆站可换乘 4 号线和 9 号
线，在二里沟站可换乘 6 号线，在木樨地站可换乘 1
号线，
在达官营站可换乘 7 号线。除木樨地站外，
其
他换乘车站通道距离基本都在百米以内。
去年年底，16 号线开通了北段 10 站，目前二里
沟站主体已完成约 85%，附属工程也已经开工，南
段其余 18 站也都已经进场，其中看丹站、丰台站和
丽泽商务区站进展较慢。孙河川表示，
16 号线将力
争在 2019 年实现全线贯通。
作为“史上最能装的列车”，16 号线在北京轨
道交通路网中首次使用“加宽加长”的 8A 型列车。
所谓 8A 型列车，就是 8 节编组 A 型列车，每节车厢
长度达 22 米、宽 3 米，每列列车由 8 节车厢构成。
8A 型 列 车 额 定 载 客 量 为 2480 人 ，最 多 能 满 足
3456 人同时乘车。市重大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二
里沟站是北京第一个“大编组”对“大编组”的换乘
站，即 8B 编组的 6 号线换乘 8A 编组的 16 号线，因
此对于大客流的冲击也制定了相关预案。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新机场配套电网建设工程启动
钢结构变电站施工像搭积木

本报讯（记者 解丽）钢梁像搭积木一样拼搭。
昨日，
本市首个主体装配式钢结构变电站——张华变
电站正式进入装配施工阶段，
标志着北京新机场配套
电网建设工程全面启动。国网北京电力公司表示，
未
来新机场的用电量将相当于现在首都机场的1.6倍。
昨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在位于大兴区榆垡镇的
张华变电站建设区看到，工人正忙着卸钢架。
“这就
是我们建变电站的
‘积木’
。
”
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
副经理张瑜说，这些“积木”长约 6 米，宽半米左右，
五六个人配合吊车才能固定。
“把地下部分浇筑完之
后，
地上部分都是这些钢结构，
只要把
‘积木’
拼插进

工期可提前两个月完成

去，
主体结构就搞定了。
”
张瑜表示，
以前的变电站都
是混凝土浇筑结构，
工期至少要一年时间，
而主体装
配式钢结构则可节省两个月的时间。同时，在房屋
的牢固程度和抗震能力方面也更胜一筹。
据介绍，张华变电站未来将安装两台 5 万千伏
安变压器，为无人值守全地上变电站，计划今年 10
月底前投产。该站建成后，将为确保新机场拆迁安
置而先期建设的安置房工程提供电源支撑。同时，
张华变电站也是新机场内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首个
开工的项目。
北京新机场作为一座综合性大型国际枢纽机

整合周边景点

场，按照规划，其年用电量约 8 亿千瓦时，相当于现
在首都机场的 1.6 倍。预计到 2019 年，北京新机场
一期建成后最大负荷将达到 26 万千瓦，
较现有地区
负荷增长近 7 倍。为了满足新机场、周边保障房以
及机场轨道交通等负荷增长需求，
“十三五”
期间，
国
网北京电力将在新机场地区规划建设 8 项输变电工
程，今明两年将全部开工建设并陆续投产。工程全
部建成后，新机场地区将形成两座 500 千伏变电站
为电源点、两个 220 千伏不同方向供电的坚强网架
结构，
地区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都将得到提升。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策划新兴旅游项目

通州今年启动大运河 5A 级景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李泽伟）通州区今年将启动大运
河 5A 级景区建设，整合周边景点，策划沿河两岸新
兴旅游项目，把运河作为通州旅游产品的重要识别
要素，形成大运河旅游风景区，打造具有地域特色
的通州大运河旅游品牌。
通州区副区长李亚兰日前到区旅游委调研，听
取了通州旅游工作情况汇报。据介绍，截至目前，
通州共有 A 级景区 4 家，
星级饭店 6 家，
旅行社法人

社 36 家、分社 11 家、门市 88 家，规模酒店及社会旅
馆共 300 余家，市级旅游业态单位 33 家，区级旅游
业态单位 24 家，
市级民俗户 2 家、区级民俗村 7 个。
大运河是通州的著名景点。据介绍，通州区旅
游委将立足通州大运河旅游品牌建设，积极探索政
府统筹、部门联动、企业主体的发展模式，实现旅游
产业与其他产业共融共赢。在旅游品牌建设上，今
年将启动通州大运河 5A 级景区建设，依托悠久的

运河古迹、宝贵的自然景观、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新兴的生态休闲旅游资源，深入挖掘大运河历
史文化底蕴，整合周边景区（点），策划沿河两岸新
兴旅游项目，把运河作为通州旅游产品的重要识别
要素，形成大运河旅游风景区，打造具有地域特色
的通州大运河旅游品牌。在产业融合上，挖掘、培
育新兴旅游业态，依托文化遗产保护、特色小镇建
设，打造特色鲜明的运河休闲文化旅游板块；依托

宋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构建“旅游+创意产业”发
展模式；结合水系园林景观建设，植入旅游功能要
素，
推出水岸休闲、骑游健身等新兴旅游产品。
通州区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还将按照北
京城市副中心发展需求，
结合智慧城市建设，
不断深化
智慧旅游理念，
拓展提升信息化手段应用范围。选择
区内主要景点及公园、
特色生态园进行拍摄，
在旅游网
上进行全景展示，
给游客提供更加直观的旅游体验。

本市修订政府定价项目成本监审目录

出租车价格 3 年进行一次成本监审

本报讯（记者 林艳）幼儿园、高中和大学学费 3
年进行一次成本监审，
出租车运价3年进行一次成本
监审……日前，
市发改委对权限范围内的政府定价项
目成本监审目录进行了修订，
涉及水气热、
交通、
教育、
景区、
有线电视等多个领域。
定价成本，
是政府制定价格的重要依据。2007
年，
本市制定了《北京市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目录》，
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建立和完善成本约束机制，

加强对成本的核算管理。与这一版成本监审目录相
比，
新版目录对多个监审项目进行了修订，
项目由14
项减为10项。此次新修订的政府定价成本监审目录，
将进一步推动未来政府定价的合理化。
如纳入原目录的食盐销售定价成本，由于今年
本市食盐价格的放开，这项价格不再进行成本监
审；随着多项医疗服务价格的放开，原目录中的“基
本医疗诊疗费、挂号费、床位费和手术费定价成本”

监审也被取消；而对于出租车的运价成本监审，则
由一年调整为 3 年。
值得注意的是，原先对于列入政府定价目录的
公办教育收费定价成本，原目录中为“定调价监
审”，即政府部门在制定或调整这项价格前实施成
本监审。而新修订的目录中则明确，对于高等教
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的学费，以及公办全日
制幼儿园的保教费和住宿费，将实施“定期监审”，

监审的时间间隔为 3 年一次。
据介绍，
新修订的成本监审目录从2017年2月1
日起正式实施，
本着
“谁定价，
谁监审”
的原则，
有定价权
的市政府有关部门和获得授权的区人民政府在制定本
部门、
本行政区域权限范围内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时，
也
要求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
法》和北京市实施细则的要求开展成本监审工作，
并以
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开本部门、
本区域成本监审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