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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推
“
第 12 学区”建设
满足长阳、回龙观、旧宫、张仪村定向安置户就近入学需求

西城
北京晨报讯 （首席记者
崔红 通讯员 张海涛）

西城
区定向安置房的居民将“深
度”享受西城区的教育优质
资源。北京晨报记者从西城
区“两会”获悉，西城区已划
定“第 12学区”，今年将加大
对“第 12学区”的建设，满足
西城区定向安置居民就近入
学的需求。
西城区教委主任丁大伟
介绍说，目前西城区域内共
划定 11个学区。今年起，西
城区将把分布在定向安置房
所在城区的幼儿园、中小学
校集中纳入“第 12学区”，加
大对“第 12学区”的教育资
源供给，包括师资培训、教育
科研、教学课程输出等，做到
每所承办学校都选派一名校
长和学科骨干教师参加合作

办学工作。以此满足西城户
籍适龄儿童入园、入学需求，
有效缓解西城定向安置居民
和当地居民对优质教育学位
的渴望。
目前，西城区外迁安置
房主要有房山长阳、昌平
回龙观、大兴旧宫、丰台张
仪村，已配建的学校和幼
儿园包括棉花胡同幼儿园、
育翔小学、161中学、北京四
中等。
此外，今年西城区将还
发挥西城优质教育资源的示
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主
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
局，为提升北京城市副中心
和雄安新区优质教育做出贡
献，建设幼儿园和中小学，在
教师培训、教学资源共享等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海淀

■新闻链接

民办幼儿园纳入教委统一业务管理
北京晨报讯 （首席记者
崔红）

丁大伟表示，今年起西
城区对民办幼儿园及各级、
各类幼儿园实行统一业务管
理，使各类幼儿园都成为教
育系统的组成单位。这也意
味着，民办幼儿园园长可像
公办幼儿园园长一样，享受
职级制津贴、获得多种培训
机会、参加教委的各种会议、
获得与公办园一样的各种奖
惩评价。
北京晨报记者获悉，目
前西城区有 20家民办幼儿
园、18家单位幼儿园，这些园
长不享受职级制，也没有来
自教育行政部门的奖励和考
核，亦不参加教委的工作会
议。实施业务统一管理后，民
办园长的待遇会大幅提高，
学术水平也会进一步提升。
此外，民办园遇到困难也可
及时反馈，得到帮助。
丁大伟表示，今年政府
将加大资金投入及政策倾斜
力度，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普
惠性民办园。“只要能扩大学

位、满足百姓就近入园的要
求，我们会把鼓励政策用到
最大化，比如，采用以租代建
的方式办园、提供学位补贴、
代评职称等。目前，各类办学
机构正在向区教委提交个性
化的需求方案”。
丁大伟还透露说，民办
园的监控系统今年将全部
纳入教育行政部门，实现教
育行政部门对民办幼儿园
同步远程监控，录像保存时
间由此前的一个月延长至
三个月。
到今年年底，西城区每
个街道都将有一所公办幼儿
园，实现公办幼儿园全覆盖。
北京晨报记者获悉，目前在
15个街道中，陶然亭和月坛
尚没有公办普惠制幼儿园。
这就意味着，这两个街道的
幼儿园今年将投入使用。
丁大伟表示，在今年首
次实现公办园全覆盖后，未
来 3年，西城区每个街道还
将至少再增加一所公办幼儿
园，解决幼儿入园难问题。

■相关新闻

将建四个邮政搭载蔬菜服务网点
北京晨报讯（首席记者
崔 红）

今年上半年，西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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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城区商务委有关负责
人昨天在发布会上表示，西城
将在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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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负责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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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区域用于蔬菜经营，要保
证菜品新鲜。如果效果良好，
下半年还将再开设四处”。

老旧住宅楼电梯今年再加装 200 部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海亮）
得，添了电梯之后，住在楼里的
北京晨报记者昨天从海淀区“两 “幸福指数”提高了不少。在北航
会”上获悉，在去年海淀区老旧小 社区，包括 104号楼在内，共有
区住宅楼 214部电梯开工的基础 21部电梯已经全新亮相。
海淀区社会办副主任吴希才
上，今年计划再加装至少 200部电
梯，其中包括二里庄小区、清华大 介绍，海淀区自 2017年 3月开
学、北科大等老旧住宅楼。住在原 始启动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试
本没有电梯的老旧住宅楼中的老 点工作，以解决老旧住宅楼老人
年人，从此上下楼将更轻松方便。 上下楼难的问题。从去年 8月至
昨天，北京晨报记者探访了 12月，全区已有 214个点位启动
位于北四环边的北航社区。在标 了老楼加装电梯工程，其中已完
着“学院路 37号院 104楼”楼牌 成电梯安装并投入试运行的电梯
的老旧住宅楼下，记者看到，六个 有 31部，分布在牡丹园小区、北
单元门已经装好了六台崭新锃亮 航社区、毛纺北小区、大柳树和海
的电梯，玻璃外罩在蓝天下折射 洋社区等，居民已经可以乘坐电
着光泽（如图）。家住五单元六楼 梯上下楼；完成电梯吊装的 21
的贾廷珍阿姨正带着小孙女上 部，完成管线改移的 160余部。
吴希才介绍，今年海淀区将
楼，阿姨今年 60岁了，
“以前带孙
女上楼下楼，背着抱着别提多累 继续摸排老旧住宅楼的电梯加装
了，现在可方便多了！”贾阿姨觉 需求，进一步推广老楼加装电梯，

延续 2017年政策不变，力争实
现全区 29个街镇加装电梯工程
全覆盖。2018年海淀区至少加装
200部电梯，将覆盖北科大、清
华、北理工、二里庄小区和牡丹园
社区的老旧住宅楼。
北京晨报记者获悉，在电梯
加装政策支持方面，今年将继续
维持去年的补贴政策。对于市区
属产权的房屋，在市财政补贴的
基础上，由区财政出资将补贴标
准提高到 50%，同时对由于加装
电梯需要电力增容的，由区财政
出资负责电力增容；对于央产房，
由区财政给予 30%的补贴，此外
每部电梯的管线改移最高可补贴
40万元。同时，海淀区民政局、区
残联还将出台针对老年人及特殊
群体的补贴政策。
王海亮 / 摄

丰台
棚户区改造今年计划完成 4500 户
北京晨报讯 （记者 肖丹）北
京晨报记者从丰台区“两会”上获
悉，2018年丰台区计划完成棚户
区改造 4500户。
自 2013年北京市全面推进
棚户区改造工作以来，丰台区率
先成立了棚户区改造领导机构，
逐步形成了坚持区级统筹、确定
责任主体、增强上下联动的工作
推进机制。全区共有 20个棚改
项目启动搬迁工作，完成搬迁约
2.7万户，各项工作均在全市名列
前茅。2017年，丰台区以棚户区
改造工作改善民生福祉。按照市、
区政府签订的棚户区改造任务目
标责任书，丰台区 2017年需完
成改造搬迁 5000户。2017年 3

月就提前完成了目标任务，全年
共完成改造搬迁 8646户，完成
年度搬迁任务的 172.92%。搬迁
总户数和超额完成的户数均位居
全市第一。
在融资工作方面，2017年丰
台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化
等方式实现融资约 365亿元，自
2013年以来累计实现融资总额约
1100亿元，均位居全市第一。通过
“先供先摊”“、跨项目、跨区域”等方
式，先后试点了南苑乡分钟寺 -时
村东罗园、卢沟桥乡岳各庄 -靛
厂、小井 -大瓦窑等一批棚户区改
造项目，解决了部分项目依靠自身
资源难以实现资金平衡的问题。
2018年，丰台区将加大棚户

区改造工作力度，在全年完成
4500户改造任务的基础上，按照
市政府工作部署，做好已启动搬
迁项目的回迁安置房建设和搬迁
收尾工作，早日实现居民回迁及
经营性土地入市交易。同时，努力
加强与国开行等金融机构的联系
沟通，深入研究棚户区改造市场
化融资手段及渠道，动员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支持有实力、有信誉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棚户区改
造工作，为棚改工作注入新的活
力、打下坚实基础，推进民生工程
不断开创新格局、取得新成就，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努力实现老百姓的安
居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