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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七成路侧车位电子收费
挖潜可共享车位供市民夜间停车 建次支路打通微循环
昨日，东城区交通委相关负责人做客广播节目“治堵大家谈”时表示，今年东城区将重点治理停
车问题，通过挖潜、共享、适度建设缓解全区停车难问题。 在共享车位方面，东城区计划挖潜商圈、单
位大院停车场等资源，为市民提供夜间停车位。 同时，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东城区将重点建设次支
路打通微循环；今年路侧电子停车收费覆盖率将达 70%。

城区百街千巷静态交通小组负责
人表示，车辆乱停主要原因之一
是“停车难”。
为此，今年，东城区将通过适
东城区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 度建立体停车位，通过“平改立”
示，东城区的交通特点是路网不 等措施挖掘一部分车位缓解停车
均匀，东西方向路多，南北方向路 难。同时，将挖潜商圈、单位大院
少；同时胡同多、小街多。路网毛 等停车资源，为市民提供夜间停
细血管复杂，道路容易出现拥堵 车位。
的情况。该负责人坦言，因为东城
据了解，目前东城区约有 3.8
区道路系统早已建成，很难有大 万个可共享停车位，但目前这些
规模调整，所以东城区主要做的 车位的夜间停车率仅有 40%左
工作是建设次支路，打通微循环。 右。该负责人介绍，目前，通过前
该负责人提到，一方面，去年 期与物业及车场所属方的沟通，
东城区共建设了王府井西街中段 已经有可共享车位实现了“共
等 35条次支路，缓解重点商圈的 享”，即在夜间供市民停车使用。
拥堵现状。另一方面，配合着通过 比如，朝阳门街道通过和 SOHO
信号灯的优化、慢行系统的整治等 沟通，最终 SOHO拿出一层停车
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
位共享，为周边居民提供了 200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今年 多个停车位。
东城区将进一步优化区域内交通，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目前，
打通微循环，合理规划信号灯、优 东城区交通部门及街道正尝试与
化慢行系统，并加大执法力度。
国瑞城等商场、写字楼沟通，让这
些场所能够在夜间为市民提供停
将挖潜商圈车位供 车位。
将建次支路打通道
路微循环

夜间停车

原本狭窄的街道如果再停满
车，会对过往车辆的通行效率造
成影响，从而造成拥堵。昨日，东

明年路侧车位全部
电子收费

此外，北京晨报记者获悉，今

年东城区还将有更多路侧车位实
现电子收费，在去年建设 400多
个电子收费车位基础上，今年路
侧电子停车收费的覆盖率将达
70%左右。预计到 2019年，东城
区路侧车位将全部电子化。
此外，东城区安地锁比较
多，尤其在公共区域，影响车辆
通行。东城区交通委表示，去年
十一期间已经集中在公共场地、
路侧等区域拆地锁，今年将重点
清理地锁，盘活资源，方便市民
停车。
持续监控共享单车
总量

另外，除了机动车，东城区旅
游资源丰富，王府井、崇外地区、
故宫周边等地共享单车停车也存
在一定问题。据统计，东城区日均
共享单车的总量在十三四万辆。
但骑行量仅为日均三四万辆，还
有大量单车闲置。
目前东城区和企业沟通建设
了 600个电子围栏，可规范 5万
辆共享单车停车。相关负责人表
示，东城区将持续对共享单车总
量进行监控。
北京晨报记者 曹晶瑞

机场高速京密路等临时管控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黄晓宇）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限行机动车
尾号为 3和 8。交管部门预计今
天早高峰期间东南部、东北部地
区通行压力较大。尤其是京通快
速路、建外大街进城方向，东南
三环外环以及北二环双方向交
通压力突出，机场高速、京密路
等东北部进京联络线通行压力
有所增加。
交管部门表示，今天早高峰
及上午时段，北五环东段、京密

路、机场高速、东二环北段、东南
五环、京沪高速、东南三环、建外
大街、西五环、阜石路、西四环、中
关村大街、学院南路、大柳树路、
车公庄大街、西二环北段、前三门
大街、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路段，
将会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
措施。
交管提示，遇上述道路采取
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适时绕行北四环、学院
路、鼓楼外大街、东四环、西大望

路、姚家园路、朝阳北路、通惠河
北路、广渠路、两广大街、榴乡路、
莲石路、阜成路、平安大街、蓝靛
厂南路等相邻道路，也可以选择
公共交通出行。
下午和晚间时段，餐饮娱乐
场所周边容易出现车多排队情
况，如西单商圈、崇文门商圈、朝
阳三里屯地区、大悦城周边、海淀
四通桥区、五道口地区，容易因为
人流、车流集中造成晚高峰车多
行驶缓慢。

16 条公交线路将增设中途站位
北京晨报讯（记者 曹晶瑞）昨日，市公交集团发布消息称，3月 12日也就是下周一首车起，本市 16
条线路将增设中途站位，其中 602路和 824路调整了营业时间。此次线路增站后，将方便亚运新新家园、
白各庄新村、首开常青藤、悦澜水岸、蕙兰美居、潮白家园等小区居民的出行。

路红莲南里至恩济里小区方向增设“小红庙”站
路清河营公交场站至巴沟村方向增设“黄
草湾北”站
荩430 路双向增设“大羊坊”站
荩455 路双向增设“四惠桥”、
“四根旗杆”站，南花
园公交场站至四惠枢纽站方向增设“地铁百子湾
站”站，四惠枢纽站至南花园公交场站方向增设“东
石门”站
荩551 路双向增设“白各庄新村西区”站
荩557 路双向增设“小沙河工业园北”站
“金泰丽富嘉园”、
荩571 路双向增设“东坝中路”、
“南岗子”站
荩635 路康家沟至二里庄方向增设“铸钟厂”、
“德
荩89
荩386

胜门”站
路双向增设“单店北”站
路双向增设“大厂星光城”站
路双向增设“大厂星光城”站
路双向增设“潮白馨居”、
“兴各庄”站
路双向增设“潮白家园”、
“潮白馨居”站
路双向增设“北马庄南”站
路双向增设“造甲村东”、“花乡桥北”站，丰
台体育中心至老君堂北站方向增设“丰台体育中
心”站，老君堂北站至丰台路口方向增设“看丹桥
北”、
“丰台路口”站，双向撤销“丰北桥”站
荩824 路佰富苑至地铁草房站方向增设“刘庄新
村”、
“北马庄南”站
荩659
荩816
荩817
荩822
荩910
荩924
荩602

朝阳孙河
腾退周转片区建服务站
温榆河公园建设住宅腾 转期内，实现‘联系不断线，管
退办公室改造为管理服务中 理不断档，人散心不散’”。
各村党支部书记兼任临
心，为 1.3万名周转村民提
供集中办公服务；建立“顺 时党支部书记，临时党支部委
义、昌平、金盏、崔各庄、康 员由各村推选一名村干部或
营”5个片区临时党支部（如 党员、村民代表担任，每名党
员联系 5至 10户，实现干部
图）和服务驿站，提供便民服
务、解决村民实际困难…… 包片、党员包户、包干管理。
北京晨报记者昨日获悉，朝
住宅腾退办公室
阳区孙河乡 5个村完成住宅
腾退后，乡党委、政府加强党 变服务中心
建引领，保证了住宅腾退地
村民排队咨询政策、选
区村民人散心不散。
房的场景成为过去，曾经热
掌握腾退村民家 热闹闹的温榆河公园建设住
宅腾退办公室比往日安静了
庭情况
不少。今年 2月初，这里挂起
去年 11月底，朝阳区孙 了牌子，再次热闹起来。原
河地区的沙子营、前苇沟、上 来，为了更好地服务地区群
辛堡、下辛堡、黄港 5个村用 众，孙河乡党委、政府将这里
1个月完成住宅腾退工作， 改造为腾退管理服务中心，5
1.3万名群众将在昌平区、顺 个腾退村的党支部、村委会、
义区及朝阳区金盏乡、崔各 经济合作社将在村民腾退周
庄乡等不同区域进行约三年 转期内集中到这里办公，继
半的周转。
续为村民开展服务。
孙河乡党委书记李欣
改造后的腾退管理服务
说，腾退后多数村民背井离 中心，除在转居安置等方面
乡，人生地不熟，为了让周转 继续为村民服务外，还将利
村民在新的居住地有归属 用场地资源，定期开展党员
感，能继续感受党组织的温 活动、村民文化活动。
暖，孙河乡党委政府做了精
“朝阳群众”当志
细调查，掌握了腾退村民家
庭情况、居住地点、现实需求 愿者
等信息，形成了详细的人员
昨天上午，北京晨报记
情况台账，统计出“顺义、昌
平、金盏、崔各庄、孙河康营” 者来到顺义区空港街道翠竹
共五个周转较为集中区域。 新村第一社区服务驿站，这里
正在举行迎三八妇女节插花
周转片区建临时 活动。72岁的杨玉兰阿姨戴
着红袖标和小红帽，为参加活
党支部
动的居民提供服务。“我是孙
今年 2月，孙河乡党委 河乡下辛堡村村民，之前就是
决定在孙河乡以外的 4个腾 朝阳志愿者‘朝阳群众’，如今
退周转片区分别建立临时党 暂时在顺义区周转居住，还会
支部和服务驿站，通过走访 继续为大家服务。服务驿站
慰问、建立微信群等方式为 的活动把我们老邻居又聚在
村民及时传递腾退进展、转 了一起，感觉挺亲切的。”
孙河乡党委副书记李国
工转居、便民措施等信息，使
他们能及时了解最新地区信 荣告诉记者，服务驿站是孙
息动态，保持与村民之间的 河乡在当地租下的场所，约
有 120平米左右，每天有两
联系不断。
“临时党支部是孙河乡各 名村干部到这里“值班”，使
村党支部与片区党员群众的 周转居民可以就近办事少跑
桥梁纽带，将通过党员联系群 腿。居民还可以来驿站参加
众、挨家挨户走访慰问等形 文化活动和讲座。
式，及时了解村民动态和需
北京晨报记者 张璐 / 文
求。”李欣说，
“在三年多的周
王颖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