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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城市道路养护中心消息，从今晨起，三环主路（三元桥西—分钟寺桥西）、四环辅路（小武基—公益桥西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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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通辅路（区界—高碑店桥）等 23 条道路将实施大修，同步对非机动车道、步行系统进行改造。为减少对市民的影响，所
有施工工序将在凌晨零点至五点完成，所有工程在 11 月底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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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环主路等23条道路将大修
施工在凌晨零点至五点完成

三环主路等 23 条道路大修
据北京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7 年计划完成三环主路（三元桥西—分钟寺
桥西）、四环辅路（小武基—公益桥西桥）和京通辅
路（区界—高碑店桥）、西直门北大街辅路等道路
大修共 23 项，约 200 万平方米。
据悉，2017 年市管道路大修工程计划分批组
织实施，其中第一批大修工程共 13 项，104 万平方
米目前已开工，后续大修工程正在进行前期准备
工作，所有工程计划 11 月底前全部完工。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本次大修的道路均
为主干路或者快速路，市民通行需求大，车流量
大。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大
修工程采取夜间施工模式，所有工序安排在凌晨
零点至五点完成。

铺设 9000 平方米彩色非机动车道
道路在大修同时将对车行道、慢行系统、检查
井等进行全面治理，达到彻底处理病害的目的。
据介绍，在第一批道路大修的同时，将会同步
进行步行自行车系统整治和无障碍设施完善工
作，清理占路报刊亭、废弃电线杆等影响通行障碍
物。同时，在道路交叉口、桥下路口等位置铺设

所有工程 11 月底前完工

今年道路大修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1

京通辅路

2

德胜门外大街
左侧辅路

3

起点

终点

朝阳与通州区界 高碑店桥
马甸桥

新街口南大街 西直门内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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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环
地安门西
大街

序号

项目名称

起点

终点

11

东苇路

东小井西口

朝阳路

12

西四南大街

大酱坊胡同

西四路口

13

东直门内大街

东直门桥

北新桥路口

14

三环路主路

三元桥西

分钟寺桥西

4

四环辅路

小武基桥

十八里店
南桥

15

景山东街

景山后街

景山前街

16

景山西街

景山后街

景山前街

5

四环辅路

十八里店南桥

榴乡桥

17

景山后街

景山东街

景山西街

6

土城西侧路

知春路

学院南路

18

天坛路

天坛东侧路

前门大街

7

西直门北大街
辅路

明光桥

西直门桥

19

四环辅路

榴乡桥

公益西桥

8

望京街

宏昌路

京顺路

20

香山路

青龙桥

香泉环岛

后厂村路

阜安西路

溪阳东路

广顺南大
街

21

9

22

劲松路

劲松桥

光明桥

10

和平里东街

和平东桥

小街桥

23

和平里西街

和平西桥

雍和宫桥

西二旗桥下 西北旺东路

9000 余平方米彩色非机动车道，起到警示机动车、
规范自行车、分离人行的目的。通过大修工程共
对 60 余公里步行、自行车系统进行梳理和整治，
提高绿色出行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施工方还将对
车行道上 3000 余个检查井进行加固处理，提升道
路的舒适性。

旧料收回率将达到 95%以上
据了解，为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北京市城市道
路养护管理中心在道路大修施工中对产生的废旧
沥青混凝土进行回收再利用，预计回收旧料 7 万余
吨，旧料回收率达到 95%以上。
在道路结构层施工中继续使用技术成熟的温
拌沥青、橡胶沥青、抗车辙沥青等新材料共 9.92 万
吨，占沥青使用总量的 77%。在四环辅路大修中，
中面层采用了热再生沥青混凝土，通过对铣刨回的
旧沥青材料进行筛分分析，按照一定比例添加到新
沥青混凝土中，实现了旧路材料的循环利用，节约
矿山资源。
在进行道路病害处理时，采用乳化沥青同沥
青 混 合 料 同 步 施 工 一 体 机 进 行 铺 筑 ，避 免 以 往
分步施工造成沥青混合料摊铺机械对粘层的破
坏 ，提 高 层 间 粘 结 效 果 ，保 证 结 构 强 度 ，延 长 使
用寿命。
文/本报记者 刘珜

法官
“上门”
开审家暴离婚案
屡遭家庭暴力起诉丈夫 法院二审判赔 20 万

柴女士和鲁某结婚后，多次遭到鲁某殴打，
2015 年 12 月，
柴女士被鲁某殴打，
导致脾脏破裂被
摘除，
鲁某因此获刑 4 年。此后，
柴女士又提出离婚
诉讼，并向鲁某索要赔偿。一审法院判决两人离
婚，鲁某赔偿柴女士 15 万余元，柴女士不服上诉至
北京市三中院。因鲁某正在服刑，鲁某的父亲作为
代理人参加诉讼。为方便老人出庭应诉，北京市三
中院法官近日前往平谷峪口法庭进行二审开庭并
当庭宣判，鲁某赔偿柴女士各类费用 20 万余元，在
家庭浮财分配上，
向柴女士倾斜。
20 多年前，柴女士与鲁某结婚，婚后鲁某经

常对柴女士实施家庭暴力。2015 年 12 月一天，
鲁 某 再 次 实 施 家 庭 暴 力 ，用 拳 头 猛 击 柴 女 士 腹
部，导致柴女士呼吸困难。经医院检查，柴女士
脾 破 裂 ，腹 腔 积 血 ，只 得 进 行 摘 除 脾 脏 的 手 术 。
当时，为了维护家庭完整，柴女士并未对医生说
出 实 情 。 然 而 ，出 院 后 的 柴 女 士 继 续 被 丈 夫 殴
打，柴女士的亲人得知后报警。柴女士经鉴定构
成八级伤残。鲁某此后被法院判决成立故意伤
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醒悟的柴女士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请求分割
财产，
并向鲁某索赔脾脏手术费用等各类赔偿金 42

石景山集中销毁
“黑摩的”

日前，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将近期取缔的一批黑
摩的进行集中销毁。
在古城南街东侧的销毁现场，待报废的黑摩的
整齐地排成两排。这些摩的大都显得很简陋，其中
一些车身上还贴着锁具商城或开锁公司的小广
告。随着一台洒水车在一旁洒水降尘，拆除机械轰
鸣着将这些查处的黑摩的悉数压成了废铁。

据了解，
古城地铁站周边
“三无”
黑摩的揽客现象
频发，在交通高峰时段，摩的司机占道拉客，堵塞交
通，给行人出入地铁站带来不便。为了整治这种乱
象，
古城街道联合交通、
公安、
城管等部门于近期集中
整治黑摩的。古城街道城管执法队负责人表示，
今后
还将保持对古城地铁站周边的不间断巡查，
不让黑摩
的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 文并图/本报记者 李强

司法局推出 16 项便民举措

万余元。平谷法院一审判决两人离婚，丈夫鲁某赔
偿柴女士 15 万余元。夫妻所住宅院及浮财有权属
争议，
应另案处理。
柴女士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因鲁某正在
服刑，鲁某父亲作为代理人应诉，考虑到鲁某父亲
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三中院法官在平谷峪口法庭
二审开庭。
经审理，三中院对本案当庭宣判。因鲁某在婚
姻中存在家庭暴力行为，应认定其存在过错，故在
分割财产时应对柴女士适当予以多分。涉案宅院
存在权属争议，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并无不当，屋内

浮财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应当予以分割。
故三中院二审部分改判，判决双方离婚，鲁某
赔偿柴女士共计 20 万余元，在浮财的分割上倾向
柴女士多分。三中院法官表示，本案存在家庭暴力
情况，作为过错方的鲁某应当对无过错方进行赔
偿。此外，屋内浮财多为家具、电动车等生活用品，
物品本身价值不高，但使用价值高。故法院首先考
虑满足柴女士的生活需求，兼顾鲁某出狱后的生活
需求予以分配，在分配上对柴女士进行了一定幅度
的倾斜。
文/本报记者 杨琳

消防员景区救援脑梗老人

日前，密云天门山景区内，一位老人在观光旅
游时突发脑梗晕倒，消防官兵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
援，
将老人平安运送下山。
接到报警的密云消防支队溪翁庄中队迅速出
动一部车 7 名官兵赶赴现场。为争取抢救时间，消
防官兵加快行进步伐，
跑步抵达老人被困地点后，
检
查了老人身体情况，迅速将其固定在担架上展开救

援。随后到来的120人员为老人测了血压，
确认可以
移动后，
消防员经过一小时的努力将老人运送下山。
据了解，当天，老人随家人到天门山游玩，快爬
到山顶时突然感到不适，出现了头晕、呕吐等症状，
继而半边身子不能动弹，老人家属见状赶紧拨打了
119、120 求助。
文/本报记者 李宁 供图/密云消防

经济困难老人取消法律援助事项范围限制

公证服务年底实现网上申办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北京市司法局获悉，年底前
全市 25 家公证机构将全部开通网上申请办理公证
事项服务。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取消法律援助事
项范围限制。70 岁以上老人可免费办遗嘱公证。
在司法局的新闻发布会上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北京
市司法局推出了 16 项法律服务便民利民新举措。

年底全市可网上申办公证服务
北青报记者从市司法局获悉，2017 年北京市
司法局一次性推出完善首都公共法律服务便民利
民举措 16 项，
这些便民举措包括了公证、法律援助、
司法鉴定和司法考试等在内的八个类别的项目。
此前，本市已有 13 家公证机构开通网上申请
办理部分公证事项，根据司法局此次公布的新措

施，截至今年年底，全市 25 家公证机构将全部开通
网上申请办理公证事项服务。
据悉，实现网上申请办理的公证服务主要集中
在审核手续较简单的涉外公证，如居民出国旅游、
探亲等需要的学历、学位等 30 多个公证事项。市
民可通过网上申请、提交材料，再由公证处审核，最
后只需要带着证明材料原件跑公证处一趟即可完
成公证，
减少跑腿次数。
自 6 月 10 日起，对申请办理住所地、死亡、学
历、学位四类公证事项，当事人确实无法提供证明
材料的，由公证机构帮助当事人调查核实。对申请
办理遗嘱公证时已年满 70 周岁的，免收公证费
用。低保人员、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办理
公证，以及申办救济金、低保、给付赡养费和抚养费

等公证事项的，
免收公证费用。

取消困难老人法律援助限制
在法律援助方面，
本市将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对
符合法援经济困难标准的老年人，
取消法律援助事项
范围限制。法律援助将重点关注孤寡、残疾、高龄以
及空巢老人的法援需求，
做好赡养、
继承、
婚姻、
邻里关
系、
医疗事故等老年人常见的法律问题的法援工作。
此外，农民工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
的，不受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申请人领取
最低生活保障金或患重大疾病且无固定生活来源
的，
直接认定经济困难。
今后法律援助的审查过程也将缩短，符合条件
的一般案件当日受理，当日审批。群体性案件、复

杂疑难案件，法律援助审查期限由法定的 5 个工作
日缩短至 3 个工作日。

司法考试可全程网上报名
全市司法考试考生将享受全程化、网络化、自
主化、便利化的服务。司法考试报名全流程网上办
理，从考试报名、交费、选择考点组到打印准考证，
考生可以不出家门即可在网上完成所有报名程序。
在针对市民方面，
司法局已开通
“京司观澜”
微信公
众号。6月10日前，
群众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
能够实
现方便快捷地找律师、
找公证、
找司法鉴定等便捷服务。
北青报记者获悉，在连续六年成功举办开放日
的基础上，今年北京市司法行政开放日将于 6 月 9
日和 10 日开展。
文/本报记者 刘晓玲

收公民代理费 法律服务中心被判退钱
在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中，陈先生与某法律服
务中心签订协议，委托该中心代理该案。后陈先生
向法律服务中心缴纳了 7.8 万元服务费。案件宣判
以后陈先生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该法律服务中心
退还服务费 64000 元。近日，海淀法院经过审理认
为，法律服务中心从诉讼代理活动中收取劳动报酬
的行为不应得到支持，判决法律服务中心退还 2.8
万元。

陈先生与某法律服务中心签订《委托代理协
议》，委托该法律服务中心代理交通事故纠纷案。
根据协议约定，陈先生在协议签订之日缴纳法律
服务费 78000 元，如果法院判决或调解陈先生赔
偿损失，法律服务中心退还部分服务费。后法院
判决陈先生负担部分诉讼费和评估费。另外，该
法律服务中心指派的代理人非注册律师。于是陈
先生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该法律服务中心退还服

务费 64000 元。
据了解，在庭审询问中，法律服务中心述称，委
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法律服务费 78000 元中包括了
差旅费、住宿费和法律服务费，但无法具体区分。
法律服务中心自认其向陈先生收取的 78000 元中
包括了部分劳动报酬。
海淀法院认为，法律服务中心从诉讼代理活动
中收取劳动报酬的行为不应得到支持。考虑到法

律服务中心为陈先生处理 5 件民事诉讼，必然会产
生相应的实际委托费用，现法律服务中心未能举证
证明其花费的具体费用金额，法院综合考虑法律服
务中心代理的 5 个案件的具体情况，酌定陈先生应
向法律服务中心支付委托费用 50000 元，剩余款项
28000 元法律服务中心应予退还。
最后，法院判决法律服务中心退还法律服务费
28000 元。
文/本报记者 李铁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