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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2018 年高招咨询会本周六举办
50 所本市及外省市高校拟参加 现场无停车位 请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由北京晨报社、北京市第
171中学联合主办的“2018年
大型高招咨询会”将于 4月 21
日（本周六）9时至 12时在 171
中学本部举行。届时，将有 50
多所本市及外省市高校招办负
责人到场接受咨询，面对面指
导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自
2015年北京市高考招生政策

发生重大变化以来，北京晨报
连年举办大型公益高招咨询活
动，累计服务考生数万人，为指
导考生、家长精准填报高考志
愿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今年志愿填报继续在考后
知分、知线、知排名进行。2017
年 9月，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公
布“双一流”高校及学科名单，

受到广大考生家长极大关注。
据悉，参加此次高招咨询活动
的既包括京内外“双一流”高
校，也包括市属热门高校，以满
足不同层次考生的填报咨询需
求。为方便考生获取一手资料，
届时主办方还将在现场派发
《高招咨询会刊》，发布近 30所
高校的最新招生政策。

2018年 4月 21日（周六）上午 9时至 12时
北京市第 171中学本部（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8号）
：地铁 13号线柳芳站 A口步行 400米；地铁 5号线和平里北街 B口步行 1000米
现场无停车位，请公交出行

时间：
地点：
乘车方式
温馨提示：

拟参加高招咨询会大学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以实际到会学校名单为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建筑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南开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吉林财经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东华大学

天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外交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中南大学

东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复旦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服装学院

清华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 香港浸会
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印刷学院

香港公开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四川大学

香港教育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

香港岭南大学

优化营商环境新政满月

首张工程规划许可证发出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璐）

记者昨日从市规划国土委获
悉，3月 15日北京优化营商环
境系列改革措施之社会投资建
设项目行政审批流程改革新
政出台后，市规划国土委会同
有关委办局推进政策落地。在
新政满月之时，国贸公寓改造
工程成为第一个进入审批程
序并领到首张工程规划许可
证的项目。4月 20日前，90个
项目预计将陆续取得工程规
划许可证，成为新政后首批享
受到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便利
的项目。
4月 4日，国贸公寓改造
工程的申请正式提交给市规划
国土委。这次要改造的南北两
幢国贸公寓位于国贸一期用地
范围内，虽然 2002年进行了
内部整体装修改造，但已运营
15年之久，与现阶段市场高档
公寓相比较，国贸公寓存在设
计理念过时、装修陈旧、管路老
化、硬件配套设施差等问题，无
法满足高端客户需求，需要改
造更新。
依托多规合一平台，市规
土委多个处室主动和其他委
办局专门就其中涉及的细节

问题进行协调，不需企业往返
多个部门跑腿。最终，在 7个
工作日就完成该项目规划手
续办理。
对于改革带来的变化，获
得首张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企
业——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
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说，按照以
往的审批流程，需要经过出具
规划条件、土地预审、发改委
立项、出具规划许可证、方案
审查意见、人防审查等将近
10个步骤，历时 113个工作
日左右才能拿到规划许可证。
如今审批环节大幅压缩，项目
审批“只进一扇门”，像是按下
了“快进键”。
根据国贸公司测算，因为
市规土委的办理时限由 20个
工作日压缩至 7个工作日，施
工许可证办理时限压缩至 6个
工作日，加上分专业验收改为
联合验收、
“一站式”市政公用
接入服务和“一窗”办理的不动
产登记改革，使得国贸公寓现
状改建工程从规划许可证办理
开始到建设投入使用，政府工
作时间只占到 28个工作日，
仅前期审批环节就压缩了近
100个工作日。

最难马拉松金山岭长城开跑
“世界嗓音日”嗓音疾病受关注 慢性喉炎、声带息肉居多

专家提 11 条保护童声建议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徐晶晶
通 讯 员 韩 冬 野）

4月 16日是
“世界嗓音日”。昨日，一场以“珍
爱你的嗓音”为主题的公益音乐
会在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
庚医院举行。据该院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嗓音医学中心的专家介
绍，目前，该院临床常见的嗓音
疾病以慢性喉炎与声带息肉居
多。专家也针对童声保护提出了
11条建议。
据介绍，目前嗓音疾病包括
急性、慢性喉炎等炎症；声带小
结和声带息肉；声带器质性病
变，常见的包括声带囊肿、声带
白斑和恶性肿瘤。从北京清华长
庚嗓音医学中心的接诊情况来
看，以慢性喉炎与声带息肉的患
者居多。该院嗓音医学中心曲■
医师表示，慢性喉炎多表现为反
复发生程度较轻的声音嘶哑，可
伴有咽干、咽痒、咽痛、咽异物感
及频繁清嗓等咽部不适感，“ 引
起慢性喉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咽喉反流”。

中央音乐学院嗓音研究中
心主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兼职
主任医师韩丽艳还特别提醒家
长要注意保护孩子的童声。14
岁至 16岁进入显著发育阶段，
这也形成了童声向成人声过渡
的变声期，“女孩变声年龄为 10
岁至 18岁，也有 8岁至 15岁开
始、12岁至 16.5岁结束；男孩平
均变声年龄为 11岁至 15岁”。
韩丽艳说，主要有 5方面
的原因会对孩子的嗓音带来损
害：过度使用嗓子，如发声过
高、过长、过响、过亮；用嗓方式
方法不对，过挤、动力用错了地
方；呼吸系统、耳鼻咽喉、胃肠
道系统、内分泌、神经系统等疾
病均会反应到嗓音疾病上；孩
子的性格、情绪与嗓音有密切
关系；饮食、气候、空气污染、环
境噪声、压力等也是影响嗓音
的因素。针对日常的嗓音保健，
韩丽艳提出了 11条小建议，建
议孩子自己重视，家长和老师
一同参与示范。

■嗓音保健 11 条

●不要大声说话、喊叫、争
吵、发脾气
●不要摹拟怪声说话
●不要长时间用耳语说话，
即说悄悄话，特别是医生建议禁
声的人
●克服清嗓子的坏毛病
●在嘈杂的环境中少说话
或不说话
●感冒、月经期、身体疲劳
时少说话
●说话时间不要太长；说话
时的响度和速度要适当
●禁止挤、卡、压喉咙说话；
多喝水，每天至少 8杯；忌烟酒；
少喝含咖啡因的饮料，如咖啡、
茶、可乐等
●少吃刺激性食物，如油
炸、辛辣、核仁类等
●睡觉前 3小时要空腹，避
免返流性喉炎所致的不适
●尽量回避吸烟、污染、干
燥、嘈杂的环境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吴婷

长城马拉松昨天在金山岭
长城景区开跑，本次比赛共吸
引了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法国
等 33个国家的近 600名外籍
选手，以及港澳台和国内各地
1500名选手参加比赛。
“我对中国的长城充满向
往，能在长城上跑马拉松是我
的心愿。”昨天比赛前，来自瑞
士的选手冯艾玛兴奋地告诉记
者。这次来长城比赛，这位瑞士
姑娘做了不少“功课”，“长城的
台阶会比较多，有些赛段坡度
很大。”来自北京顺义区的选手
婷）

刘郑权第二次参加金山岭长城
马拉松，2015年他参加的是五
公里比赛，昨天他挑战自我，选
择了全程马拉松。
金山岭景区负责人周新
利介绍，本次比赛共设男女全
程、男女半程和 10公里三个
项目，起终点都设在金山岭长
城景区游客中心，线路穿过山
间公路、登临金山岭长城、奔
跑在特色山间野路，赛道将景
区内的主要景点全部串联，公
路、山地、长城和马拉松四者
结合。
首席摄影记者 李木易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