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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帅） 近
日，记者从区交通委获悉，今年，
我区将以完善城市交通路网、加
强静态交通秩序管理、强化巩固
交通执法整顿为工作重点，通过
挖潜、共享、适度建设等方式进
一步改善区域交通环境秩序，对
交通枢纽、商业网点、重点旅游
景点等交通出行密集区的交通
拥堵问题及群众反映强烈的交
通堵点等进行重点治理，确保缓
解交通拥堵工作成效明显。

重点区域综合施策缓解拥堵
为改善重点区域的交通拥

堵问题，我区将根据不同区域特
点，通过加强执法力度等措施进
行区域交通优化，提升道路通行
能力。

如针对故宫、景山等人流车
流比较复杂的区域，将通过周边
路网、流量、周边单位等基础数
据进行全面摸排，在该区域周边
有针对性地实施交通组织优化

措施，有效减少各胡同口转向冲
突，规范周边车辆通行秩序。此
外，在旅游旺季及节假日，根据
流量情况将周边主要大街临时
调整为单行，有效缓解该区域流
量大、拥堵频发的问题。

如北京站地区，针对违法停
车“因停致堵”，摩的黑车“因乱
致堵”和车流、人流引导不规范
等问题，将综合采取优化措施，
减少车流间相互干扰。对北京
站西街公交专用道实行“穿袖”
处理，杜绝停车场出入口处违法
停车。同时，各相关执法部门建
立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共同打击
扰乱交通秩序的“痼疾顽症”。

推进次支路建设打通微循环
据区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区的交通特点是路网不
均，东西主干路多，南北主干路
较少。而且，我区属于老城区，胡
同、不能通行道路、断头路、小街
较多，路网毛细血管复杂，道路容

易拥堵。由于道路系统早已建
成，很难有大规模调整，因此重点
建设次支路，打通道路微循环。

据介绍，去年，我区计划建
设 35条次支路，截至目前，王府
井西街中段、国瑞北路西口等
12条次支路已基本实现主体工
程完工，具备通车使用条件。另
外，龙潭路东段、长青南路等 23
条次支路全部实现开工。

今年，我区将计划开工建设
28 条次支路，其中新建 5 条、续
建23条，计划年度实现5条道路
完工通车。同时，还将根据我区
实际拥堵情况及道路改造条件，
实施 5项疏堵工程，目前正在方
案讨论阶段。

七成路侧车位实行电子收费
目前，我区试点路侧停车电

子收费路段 6 条、停车位 441
个。视频桩试点路段 3条、停车
位 336个。今年，将对全区路侧
占道停车场进行梳理，加大力度

推进路侧停车电子收费改革，扩
大试点路段范围，年底全区路侧
停车电子收费覆盖率将达到
70%，2019年全覆盖。

启用电子收费后，停车人可
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北京交
通”APP，使用“路侧停车”功能，
通过支付宝、微信两种支付方式
完成自助缴费。对于非注册用
户，可以在APP中输入车辆号牌
检索订单，自行缴费；或请停车
管理员使用手持收费终端，通过
支付宝、微信、市政交通一卡通
卡、电子不停车收费卡（ETC）、
银行卡五种支付方式完成电子
缴费。

挖潜商圈单位共享车位
根据停车资源普查，我区夜

间停车数量为13.4万辆，停车位
7.8 万个，停车位缺口达 5.6 万
个。为缓解我区停车难，去年，
我区利用拆违后腾退的空间施
划了 800个停车位；通过盘活存

量，对平面停车场简易立体化改
造，提供了 2300 个停车位；同
时，积极动员社会单位有偿开放
停车位，新增共享 2800 个停车
位。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区累
计开辟共享车位6500个。

今年，我区将继续通过资源
共享、盘活存量、适度建设等途
径，继续挖掘一部分车位以缓解
停车难。同时，挖潜商圈、单位
大院等公共建筑停车资源，为市
民提供夜间停车位。

此外，针对共享自行车运营
乱象，我区将按照“政府统筹协
调、企业主体运维、社会共同参
与”的管理模式综合施策，严控
车辆投放数量、投放区域，强化
运营维护管理，并持续进行集中
规范治理。目前，我区已建设
600个电子围栏，规范共享单车
停车，可以容纳约 5万辆共享单
车。下一步，我区还将在条件允
许的地铁、交通枢纽、景点商圈
周边继续增划规范停放区。

多举措提升交通运行环境

本报讯 近日，一首城管
版 MV《我们不一样》走红网
络，微信文章“城管版《我们不
一样》音乐短片”8天阅读量突
破 10 万+，点赞 1400 多次，留
言 100 多条。而它的创作者，
是三位来自我区的城管工作
人员。

“多少年来的承受，变成了
担当和刚毅。公正执法捍卫荣
誉，委屈铸就了坚定……”作
品借助熟悉的旋律，填写了表
现城管工作的新词，由两名城
管工作人员演唱，画面是城管
队员工作的场景和变得日益
美丽的城市。整个作品真实、
感人。

“向全体城管人员致敬！
城市有了你们而更加美丽，为
你们的付出点赞！”“连听了四
遍，心里热血沸腾，我想大声高
唱，我们不一样！”……留言区
里，不但有普通市民加油点赞，
还引发了全国各地城管共鸣。

“一直想做一个MV来表
达城管人的心声，增强城管人
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一直没
有找到合适的。”《我们不一
样》总策划刘满清表示。刘满
清今年28岁，是区城管执法局
宣教科的一名队员。参加城
管工作三年，让他深深感受到
城管人的不易：城管工作涉及
的城市管理问题面广，动态
性、反复性强，情况复杂，直接
面对的就是基层群众。网上、
街头巷尾、电影节目，也不乏
拿城管“说事”的，城管公信力
一度风雨飘摇。

“一支队伍如果没有好的
形象，那它在人民群众中是没
有公信力的，也就不会得到人
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如果一
支队伍没有对自我的认同感，
那它在自身的发展进步中是

缺‘钙’的，也就不会有向心力
和凝聚力。”刘满清说。

今年 2 月 6 日，刘满清偶
然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名战
友分享的《我们不一样》（海军
陆战队版）时，顿时眼前一亮。

“城管虽不能像军人一样保家
卫国，但我们是这座城市的守护
者，为这座城市的美好贡献着我
们的青春和热血。”刘满清说。

他把这个想法跟部门领
导沟通，得到了“放手去做”的
支持。找谁改词合适？刘满
清想到了安定门执法队有着
10年工作经验的副队长杨晋，
她工作时间长，对这份工作会
有更深刻的理解。果然，杨晋
根据自身工作中的所见所闻
所感创作的歌词，没有华丽的
词语，道出的却都是心里话。

写好歌词后，最重要的就
是录音环节了。两名演唱者
一位是杨晋，一位是安定门执
法队副队长王垚垚。因为不
是专业出身，加上词是新改
的，想达到原唱的效果难于上
青天。一遍、两遍、三遍……
在音乐师的指导下，反复唱、
反复调整，录音从下午两点持
续到晚上八点。为了把 MV
做好、做精，刘满清又从浩瀚
的视频素材中翻找贴合的镜
头，再一帧一帧组合。一做就
是一天一夜。

3 月 1 日，“城管版《我们
不一样》音乐短片”在公众号

“大城管”上线，阅读量飞速蹿
升。忽然间成了“网红”作者，
让刘满清感受到了人民群众
对城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一首歌、一篇文章、一篇报
道，能反映城管工作的只是冰
山一角。这首 MV 只是一个
起点，希望我还能为城管事业
做出更大贡献。”刘满清说。

东城城管版《我们不一样》走红

本报讯（通讯员 刘怡君）
为更好地开创全区全面从严治
党新局面，近日，我区召开了纪
检监察系统业务培训。区纪委
区监委机关、派驻纪检监察组、
街道纪工委（监察组）、区直机关
纪工委全体干部 270 余人参加
培训。

本次培训采取专题讲授的
方式，以“落实总规，抓好纪检
监察工作”“如何做好基层纪检
监察工作”“如何在新形势下开
展执纪监督工作”等为主题，既
有市纪委市监委领导的分析指
导，又有兄弟区同行的经验分

享。广大纪检监察干部纷纷表
示，此次专题培训进一步提高了
自身对“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
认识，理顺了“纪法分开、纪法衔
接”的工作流程，综合素质和业
务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

据介绍，今年，区纪委区监
委将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培训体
系，研究起草《东城区纪检监察

干部 2018年培训工作计划》，统
筹全年培训计划。一是依托外
部资源，开展集中培训；二是树
立精准化理念，结合培训需求，
补齐干部队伍能力“短板”；三是
探索以干代训，注重培训的长期
性和持续性；四是组织参加上级
调训，推动互学互鉴，以个体学
习带动业务水平的整体提升。

300幅创意作品展现孩子眼中的美
3月9日，“东城区青少年学院2018年小学美术绘画创意展”在区第一文化馆开幕。展出的近300

幅作品均来自学院与工美附中共同开办的“艺术素养提升班”学员之手，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表达了对
美的独特理解。 通讯员 周良 摄影报道

强化业务学习培训 提高纪检监察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