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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进一步在京华大地形成生动实践
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首都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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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办公区将配套政务服务产业群
中心城区疏解出来的研究咨询、
规划设计、
行业协会等智库机构入驻

本报讯（记者 李泽伟）北京青年报记者从通州
区了解到，通州区日前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大会，通
州将在行政办公区板块打造政务服务功能产业集
群，紧密围绕政务服务需求，发展智力经济，着力吸
引中心城区疏解出来的研究咨询、规划设计、行业
协会等智库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决
策咨询机构等专业机构入驻，在运河商务区板块打
造创新金融和高端总部集聚区。
据介绍，此次优化营商环境大会，旨在解读全
区产业、科技、人才等政策以及鼓励、支持企业发

展的各项措施，努力打造营商、亲商的环境，让符
合城市副中心定位的企业落户通州，不断加快北
京城市副中心发展的步伐。通州区在空间布局方
面，将在行政办公区板块打造政务服务功能产业
集群，紧密围绕政务服务需求，发展智力经济，着
力吸引中心城区疏解出来的研究咨询、规划设计、
行业协会等智库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决策咨询机构等专业机构入驻；在运河商务区
板块打造创新金融和高端总部集聚区，引入一流
的资本运营团队，着力吸引国内外顶尖的优质民

企、跨国企业，具有较高成长潜力的投资与资管机
构和传统、大体量的银证保信机构入驻；以环球主
题公园及度假区和大运河文化带为主要支撑，形
成古今交融、中西合璧、南北联动、特色鲜明的文
化创意产业集群；在台马板块打造京津冀协同创
新开发区，重点打造北京创意设计谷和科技创新
产业集聚区。
通州近年来出台了《通州区支持科技创新暂行
办法》、
《通州区扶持科技创新人才实施办法》等一
系列科技创新政策，即将出台《通州区加快众创空

本市出台核心区背街小巷设计管理导则

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逐步
形成了科技创新政策体系，通过政策实施，进一步
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激励创新创业，促进成果转化，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通州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通州
将建立政商沟通的长效机制，区委、区政府、各委办
局要打造与企业沟通的平台，高质量、高效地为企
业服务；相关部门要把服务责任落到实处，推诿扯
皮不担当不作为要追责和问责。下一步通州还将
研究出台高精尖产业的培育和支持政策，真正打造
高水平的营商环境。

2435 条背街小巷将按 36 项指标治理

宽度 6 米以上胡同可划单侧停车位

本报讯（记者 李天际）北京青年报记者昨日从
市城管委获悉，
《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设
计管理导则》已编制完成，近期下发至全市 16 区政
府和核心区各街道。

巷胡同宽度，确定了差别化的交通组织方式及交通
设施配置要求。比如宽度在 5 米以下的胡同，建议
设为慢行胡同，只允许行人和自行车通行，两侧不
得施划机动车停车泊位。而宽度在 5 米至 9 米的胡
同，则建议设为单行胡同，允许机动车单向通行，宽
度为 6 米以上胡同可以施划单侧停车泊位，但需预
留宽度不少于 3.5 米的消防通道。宽度在 9 米以上
胡同，建议设为双行胡同，组织双向交通，并在一侧
施划停车泊位，也同样需要预留宽度不少于 3.5 米
的消防通道。
《导则》还对胡同中的“自行车停放区”进行了
专门规定，提出要采用地面划线的形式来施划，原
则上不得设置固定的自行车停车装置。

三年完成 2435 条背街小巷整治
所谓背街小巷，是指通向居民区的小街道和胡
同等，一般以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为主，宽度在 10
米以内。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是今年本市的一
项重要民生工程，本市核心区计划三年完成 2435
条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任务，
其中，
今年完成 567
条，
明年完成 615 条，
2019 年完成 492 条。
这么多的背街小巷，前期拆除违建、封堵开墙
打洞之后，应该如何进行提升？市城管委整治处副
处长任玉霞拿出一本刚出版的《核心区背街小巷环
境整治提升设计管理导则》说，
《导则》就是依据，对
背街小巷建筑立面、交通设施、牌匾标识、城市家
具、绿化景观等十大类 36 项元素进行了详细的设计
规范，很多细节甚至细到无障碍设施的扶手是不是
使用金属材质，民居外立面不要使用红色、粉色等
过于鲜艳的色彩等方面。

中心城区及通州区也将纳入整治范围

街巷依据宽度确定交通设施配置

达智桥胡同已经改造完成

在建筑立面方面，
《导则》对墙体、屋面、传统门
楼、外立面门窗、台阶和散水、油饰彩画、构筑物和
装饰构件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对街巷胡同沿
线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价值的四类建筑，即不可移动

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和其他建筑，按照
“古今有别、新旧有别”的原则实施分类管控。其
中，位于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建筑对建筑体量、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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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色彩、材质等进行更为严格的管控，其他建筑
的建筑外观要求与传统风貌相协调，
鼓励旧料利用。
胡同的交通设施最受关注，此次《导则》结合街

虽然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须按导则
进行，不过任玉霞也强调，核心区各街道在具体实
施的时候，可以因地制宜体现出自己的特色。下一
步，市城管委将对核心区 2435 条背街小巷逐条开
展验收，验收合格的背街小巷，对外公示，接受社会
监督。
此外，
为全面加强本市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效
果，
整治范围将从现在的核心区拓展到朝阳、
海淀、
丰
台、
石景山等4个中心城区及通州区，
建成区比照核心
区，
按同一标准、同一规范开展环境整治提升。任玉
霞透露，
整治提升还将扩展到城乡结合部区域，
根据
最新的摸底台账，
中心城区及通州区的建成区和城乡
结合部区域计划完成背街小巷整治3701条。

探访

达智桥胡同变身民国风情步行街
作为核心区，东城和西城分布着很多的背街小
巷。经过整治的背街小巷现在什么样？北青报记
者昨天进行了探访。
隔离栏挡住汽车进出，胡同口竖起老式铁栅栏
牌楼，西城区达智桥胡同经过近一年的环境整治，

变身为一条民国风情的步行街。
达智桥胡同曾是一条大排档林立的小吃街，去
年胡同拆除了 60 处违建，
封堵了 12 户开墙打洞，
随
后又拓宽了道路，由过去 2 米扩宽到现在的 5 米，胡
同临街的民居外立面一水儿的青砖灰瓦，地上铺着

青条砖。
作为西城区第一条没有商业设施的纯居住区
步行街，在此生活了 30 年的孙大妈感慨地说：
“整
治前胡同太窄，出门又吵又乱。经过治理，胡同变
得整洁安静了，
外出心情也特别好。
”

西城区环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城区已将达
智桥胡同纳入“宣西北”复兴计划，基本按照民国特
色恢复胡同肌里，特别是围绕杨椒山祠、沈家本故
居等 5 个重点文保单位，让周边的 5 条背街小巷重
现历史风貌。
文/本报记者 李天际

国考报名结束 138 万人过审创 7 年来新高 中央党群机关最难考

平均 107 人争一个中央党群机关职位
本报讯（记者 解丽）昨日，2018 年度国家公务
员考试网报线束。截至 17 点 30 分，报名系统共有
156 万人报名，138 万人通过审核，尚有 18 万人仍
在待审中。从过审人数看，较之去年高出约 4.5 万
人，创近 7 年的最高。平均竞争比 49：1，与去年持
平。同时，最热门职位一直由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国
际合作部联络处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牢牢“锁定”，
竞争比 2666：1，但较之去年万人争一岗，报考则显
得更为均衡、理性。此外，中央党群机关成此次报
考中最难啃的
“骨头”
，
竞争比高达 107：
1。

据中公教育统计，截至昨日 17：30，2018 国考
报名审核通过了 1383857 人，较去年的 1338698 人
高出 4.5 万余人，
为近 7 年来的最高。但因为此次招
录人数也是历年最高，所以从平均竞争比看，与去
年保持持平，为 49：1。同时，最热门职位从报名第
一天就被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国际合作部联络处主
任科员及以下职位牢牢“锁定”，达到 2666：1，但相
对于去年的民盟中央办公厅接待处主任科员及以
下一职的 9837：
1，
则显得柔和了许多。
同时，中央党群机关则最为难考。据华图教

市卫计委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报告会

医疗卫生领域要发展人民健康事业

本报讯（记者 张小妹）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
十九大的这 5 年间，党和人民群众‘更近了’”、
“到
2050 年时，将我国建设成为领先国家。具体到医
疗卫生这个窗口行业，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发展人
民健康事业”……昨天下午，北京市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
市医管局党委书记方来英同志作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专题辅导报告时谈道。
昨天下午，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举行党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北京市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
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
市医管局党委书记方来英同志作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专题辅导报告。方来英说，
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
未来 30 年建设分两步走，
分为 2020 年到 2035 年及
2035年到2050年两个阶段，
给卫生系统提出了一个
特别振奋的目标，
到2050年时，
将我国建设成为领先
国家。这个任务特别艰巨，
具体到医疗卫生这个窗口
行业，
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发展人民健康事业。

市统战系统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报告会

推动首都统战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泽伟）昨天下午，市统战系统
举办北京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报告
会，市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李忠杰作专题辅导报告。
李忠杰的报告紧紧围绕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八个方面讲清楚了党的十九
大的主要精神和历史贡献，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会议强调，全市统战系统一
定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把十九大精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在京

华大地落地生根，
形成生动实践。
与会的党员干部表示，报告政治站位高，全面、
准确、透彻地宣讲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思想性、理论
性、针对性都很强，又紧密结合北京实际，对我们深
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推动首都
统战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报告会后，宣讲人还深入民盟市委、九三学社
市委机关走访，并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专职领导进行
了座谈交流，围绕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开展情
况进行调研，
了解党外人士所思所想所需。

育统计，275 个名额过审人数为 29409 人，竞争比
107：1。其次为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竞争比为 82：
1，都远高于平均竞争比。国税是招录大户，共有
73 万人通过审核，仍有 10 万人待审中，无人报考
职位仅剩一个。海关审核通过人数位居第二，有
9.9 万人通过审核，竞争比为 61：1。水利部竞争比
最高，为 85：1。
而从无人报考的职位来看，仍有 119 个职位无
人报考，还有 60 个暂时无人通过审核但已有人报
名的职位，全部来自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直属机构

（省级及以下）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两个
系统，为近年来最少。海事局成为无人通过人数最
多的部门，共有 33 个职位无人问津，这些职位共计
划招录 36 人，华图教育专家指出，这些职位基本都
是基层执法职位，
8 个职位明确要求男性，
工作条件
较为艰苦，这也是造成相对较多职位无人问津局面
的原因。从工作地点看，无人过审的职位最多的省
份为辽宁省，该省有 13 个职位无人通过审核，其次
为新疆和广东。据悉，资格审核还将继续进行两
天，
于本月 10 日 18：
00 结束。

市国资委系统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报告会

抓好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李泽伟）昨天下午，北京市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报告会在市国资委系
统举办，专题宣讲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北京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市国
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林抚生作宣讲报告。
林抚生从党的十九大的主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宣讲。会议要
求，
各单位要坚持学以致用，
在加强
“四个中心”
功能建
设、抓好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
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构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保障
和改善民生、筹办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等各项工
作上完善思路、
扎实推进，
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报告会在与会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坚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进一步在市国资委系统形成生动实
践，不断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党建，为建设国际
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做出应有贡献。

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张淼为延庆党员群众宣讲十九大精神

500 多名党员群众聆听宣讲报告

本报讯（记者 赵婷婷 通讯员 夏超 林辉 申
冰堂）北京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
员、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张淼昨天来到延庆，为延庆
党员群众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区四套班子成员
和 500 多名来自全区各部门、乡镇街道的党员群众
一同聆听宣讲报告。
在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会上，张淼结合北京和延
庆实际，紧扣党的十九大报告，紧密围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主线，深入浅出地
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新任

务作了全面系统而又突出重点的解读。报告以翔
实的数据和大量的案例，全面回顾我国过去五年的
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系统讲解党的十九大报
告主题、主要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战略部署，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部署以及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内容，为干部群
众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