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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条精细化养护示范路将亮相
步道养护工作标准提高

将提升市民出行环境

平谷“
生态桥”转废为宝
明年实现农业废弃物全部资源化利用

昨天，平谷区正式启动“生
态桥”治理工程，经过一系列技
术加工处理，将枝、叶、桩、杈等
9大果园废弃物粉碎，制成有
机肥还田，变废为宝。北京晨报
记者了解到，预计到 2018年，
平谷区将实现农业废弃物全部
资源化利用。
废树枝换取有机肥

工人师傅正在朝阳门外大街摆放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
北京晨报讯（记者 曹晶瑞）

道路建设、疏通加速的同时，不
能丢了“细”功夫。昨天，北京晨
报记者从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
管理中心了解到，12月底前，本
市将通过打造完成包括朝阳北
路、通惠河北路、建国路等在内
的 50条精细化养护示范路，提
升市民的出行环境。
贯通的人行横道、平整的路
面……昨天下午，北京晨报记者
在朝阳门外大街看到，经过“精
细化”处理后的道路焕然一新。
据城养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月底前，本市将完成 50条精细
化养护示范路，采取日常养护精
细化的方式，打造城市道路养护

“样板”。据了解，这些示范路主
要分布在核心城区、重要联络干
线、商业繁华区、居住密集区、旅
游区和城市副中心通勤道路等，
包括正义路、朝阳路、高梁桥路、
东四西大街、北辰东路、北辰西
路、通惠河北路辅路、莲花池西
路辅路等。所有示范路均须达到
“步道铺装平整、连续、横到边、
纵到底、无障碍规范、路缘石美
观、车行道没有网裂碎裂车辙等
病害、检查井无沉陷”等。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为提
高道路精细化养护水平，今年，
市交通委路政局会同城养中心
制定了《北京市城市道路精细化
建设与管理指南》，对精细化养

北京晨报记者 王巍 / 摄

护制定了一系列详细标准，并已
通过专家评审。据城养中心介
绍，以往，城市道路养护重点关
注的是机动车道。《指南》的编制
则在深化以往机动车道养护工
作水平标准的基础上，重点对于
步道养护工作标准进行了提高，
针对步道松动、拱起、检查井周
边砌筑和步道边界水泥抹缝等
内容提出了更为精细的标准，这
就要求必须大幅提升步道设施
服务品质。
另外，年底前本市还将有
180条路更换缘石圆头。缘石圆
头指的是路面隔离带缘石的半
圆形顶端，本市多见于主辅路隔
离带和机非隔离带。

东城就业帮扶招聘会提供近千岗位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陈琳）

昨天，东城区举办了以“搭建东
城区就业服务平台，实现城乡
劳动者精准帮扶”为主题的就
业帮扶专场招聘活动 （见图），
来自肯德基、吉利大厦等 25家
企业提供了近千个岗位，涵盖
项目经理助理、会议服务、信息
中心、销售等 45个工种，力求
满足更多求职者的需求。
招聘会主要面向东城区和
周边区域有求职就业意愿的外
来务工人员、本市农村转移就业
劳动力及辖区有就业意愿的生
活困难人员、残疾人、高校离校
未就业毕业生等群体。北京晨报
记者在招聘现场看到，招聘会设
立了四个主题区域，现场招聘的
单位以酒店、物业、餐饮、家政类
企业居多，很多岗位要求的文化
程度并不太高，有的仅是要求初
中以上学历；对年龄的限制也比
较宽泛，四五十岁的人也能在这
里找到合适的岗位。一些工作还
能包食宿，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其中，北京舒欣婚姻家庭服
务中心招 50名月嫂和 100名育
婴师，只需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口齿清楚，身体健康，没有慢性传
染病。而薪资待遇也很诱人，月嫂
月薪 6000元至 15000元，育婴
师也可以达到 6000元至 12000
元。北京建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招聘物业管理员，月薪 4000元
至 5000元，还有“六险一金”、带
薪年假、节假日福利、高温津贴、
工会福利、采暖补贴、托儿所补助
等待遇。截至活动结束，共有 600
余人参加招聘会，其中 59人与招
聘单位达成就业意向。
市人力社保局就业促进处

处长刘小军介绍，这样的招聘活
动本市在春节前还将举办百场
左右，在组织过程中还会注重增
加提供住宿条件的岗位。刘小军
表示，目前，本市正在研究制定
政策，对疏解过程中失业的人员
给予岗位补贴、社保补贴的待
遇。如果是外地务工人员，凡是
参加了失业保险的，也会按照失
业保险的有关规定，发放一次性
生活补贴，让他们在找到新工作
前有一个缓冲。
陈琳 / 摄

昨天上午，北京晨报记者
在刘家店镇寅洞村“生态桥”工
程试点基地看到，不少村民骑
着三轮车免费领取化肥。平谷
以种植大桃闻名遐迩，由此产
生很多废树枝、树叶等。夏季过
后，村民要么将废旧枝叶堆在
田间地头，要么将废枝叶作为
燃料冬天烧火用，不仅影响环
境，也影响美观。村民胡殿文告
诉北京晨报记者，现在有了“生
态桥”基地，村民只需将农业废
弃物送到基地，即可换取同等
量的有机肥。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平谷
区有果园 38万亩，每年产生的
树枝、树叶等废弃物能达到 20
万吨以上，再加上农户种植的蔬
菜等农作物的植株残体、秸秆，
每年也能产生 17余万吨的废
弃物，养殖禽畜产生的粪便污水
60余万吨，如果不及时创新治
理，这些农业垃圾将导致产生
“烟、污、堵、毒”，环境“脏、乱、
差、险”等问题。为此，今年年初
开始，平谷区在刘家店、大华山、
南独乐河等 8个乡镇创新试点
“生态桥”工程。夏季村民剪枝后
收集的果树树枝、树叶送到“生
态桥”基地，经过半年已经沤成
有机肥，免费供村民使用。
在昨天的现场会上，前期

参与试点的刘家店镇开始向
1254户村民发放有机肥，预计
发放 4000吨，可供 2000亩果
园施肥。
尝试不同转化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将树枝、树
叶转化为有机肥只是平谷“生
态桥”工程中的一种。据悉，今
年平谷区还在大华山镇、大兴
庄镇等乡镇根据各自不同的情
况，尝试不同的转化方式试点
“生态桥”工程。例如，平谷区大
华山镇是以果园为主，这里主
要尝试将农业废料进行材料化
处理，制成活性炭、菌棒等，并在
合适的村子尝试就地粉碎，添
加生物菌在原地发酵成肥料还
田；大兴庄镇则建立了畜禽污
水处理站，由社会化服务公司
将辖区内无法就地种养结合利
用的养殖污水分户收集、转运
到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污水
作为肥水再直接用于浇灌林
木、大田等，实现消纳和零排放。
到目前为止，平谷区“生态
桥”工程已经收集粉碎树枝 1.1
万吨，转化生产有机肥 5400
吨，且经过专家检测，
“生态桥”
产出有机肥的有机质含量达
75%，大大高出市场同类肥料
有机质含量 50%的品质。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下
一步，平谷区将成立“生态桥”
治理工程领导小组和工作组，
统筹部署、协调推进工程建设。
抓紧建立可长效运转机制，最
终实现由政府的扶持、支持到
社会化、市场化运作。预计到
2018年，平谷区将实现农业废
弃物全部资源化利用。
北京晨报记者 曹晶瑞

今年保障房建设任务超额完成
合力。目前，国有企业利用自有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萍）
北京晨报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 用地建设保障房，已建设约 12
获悉，截至 11月底，纳入今年 万套。企业自持租赁房项目有
北京市政府实事任务的“建设 27个，自持面积约 143万平方
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 5万套 米，自持比例平均 44%。作为
（户）以上，竣工 6万套”已全面 全国首批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
赁住房试点，北京目前已开工
超额完成。
目前，北京保障房新开工 朝阳区平房乡、海淀区唐家岭、
65479套，完成全年 5万套任 昌平区北七家镇等 5个项目、
务的 131%，其中公租房 7598 房源 1.28万套，目前已入住
套、产权类保障房 3807套、棚 4200余户。未来 5年，北京市
改 安 置 房 54074套 ； 竣 工 将供应 1000公顷集体土地，
90517套，完成全年 6万套任 用于建设租赁住房。
今年 9月，北京市正式出
务的 151%，其中公租房 23376
套、产权类保障房 40030套、棚 台共有产权住房政策。作为政
策性商品住房，截至 11月底，
改安置房 27111套。
据介绍，今年，北京创新方 北京共有产权住房已入市项目
式，多方筹集房源，进一步引导 38个，其中未申购项目 34个，
和鼓励全社会支持参与住房保 房源 3.5万套；已启动网申项
障工作，不断拓宽保障房筹集 目 4个，房源 3321套，包括已
渠道，多主体供给，形成了广泛 选房项目 1个，销售 424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