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城百余学生
聆听国学礼仪

身着汉服，在国学老师的带领下感受传统礼仪，体验传世家风……6月7
日，东城区建国门街道第六届彩虹文化节开幕式暨国学大讲堂举行，来自西
总布小学、各社区100余名学生、居民共聚一堂，聆听一场别开生面的国学礼
仪课。 据了解， 文化节将在6月至9月间先后推出文化探访路、胡同大碗茶、
群众文化展演、 百位最美老人评选等活动。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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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北京九州盛景
科技有限公司宣布， 新一代创新
创业平台运营， 他们正与世界五
百强企业展开战略合作 ， 携手
高校开展专项 IT人才定制服务。

平台定制服务是一款由九州
盛景公司开发的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全新高效平台。 由于高等职
业教育和专业设置的滞后， 人才
培养、 供应和满足IT企业个性化
需求经常面临无法衔接的尴尬局
面， 九州盛景的创新平台将全面
改善这一状况。据介绍，公司的创

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 改革
教育教学内容， 为国内IT企业培
训， 为高校学子创新创业再添利
器，让人才和企业共赢。 （黄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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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2017
年北京高考阅卷工作将从今天启
动。 北大阅卷点所有计算机已经
完成系统重装， 剔除 了 不 必 要
的 程 序 软 件 ， 阅 卷 期 间 将 组
成 内 部 局 域 网 ， 与 外 网 实 现
物理隔离。

北京大学阅卷点多年来负责
语文科目的阅卷， 今年腾出8个
机房600台计算机用于阅卷工作，
全市语文试卷扫描完毕后， 将以
图片形式存在服务器里， 服务器
放置在专用机房， 关键评卷场所

配备视频监控录像设备， 实行全
方位、 无死角监控。

阅卷开始后 ， 门口将由武
警、 保安等人员把守， 除阅卷老
师外， 其他人员禁止通行。 目前
阅卷点机房外的安检门和整排的
储物柜已经安放到位， 储物柜用
于阅卷老师存放个人物品 ， 手
机、 照相机、 摄像机、 扫描仪等
设备一律不能带进机房， 只有携
带相关证件才能进出。 阅卷老师
禁止记录考生作答情况并外传，
不得私自查看评卷数据和考生成

绩 ； 工作时间不会客 ， 不打电
话， 不进行与评卷工作无关的其
他活动等。 现场的无线网络已经
关闭， 确保高考阅卷的安全。

按照往年惯例， 阅卷工作启
动后， 阅卷组将先进行试评， 确
定各大题的评分标准， 全面阅卷
工作预计从下周正式开始。 清华
大学的计算机开放实验室也将封
闭10天用于阅卷。

此外， 6月25日8时至29日20
时将填报高考志愿。 今年起本科
志愿分为提前批、 一批、 二批3

个批次， 其中二、 三批合并， 按
顺序依次录取 。 提前批设置A、
B、 C三段 ， 按顺序依次录取 ，
每段均设置两个顺序志愿， 每个
志愿填报 1所高校 。 艺术院校
（专业）、 体育院校 （专业）、 军
事院校、 武警部队院校、 招收国
防生的院校 （专业）、 公安类等
院校 （专业） 在A段录取； “双
培计划” 和 “外培计划” 原则上
在B段录取 ； “农村专项计划 ”
在C段录取。 一、 二批为平行志
愿， 一批可填报6所平行志愿高

校， 二批可填报10所平行志愿高
校， 以上每个志愿高校设置6个
志愿专业， 填报时须注明是否服
从院校内专业调剂。

今年的专科志愿分为专科提
前批、 专科普通批两个批次， 填
报时间为7月25日8时至7月26日
20时。 专科提前批设置两个顺序
志愿， 每个志愿填报1所志愿高
校， 每所志愿高校设置6个志愿
专业； 专科普通批为平行志愿，
设置20个志愿高校， 每个志愿高
校设置1个志愿专业。

6月25日8时至29日20时将填报高考志愿

本市高考阅卷工作今天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李一然 ） 昨
天，在丰台法院，八名因犯贪污、
盗窃、醉驾、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等
罪被判缓刑并处罚金的社区矫正
人员中， 四人主动向法院缴纳了
罚金；两名被执行人因履行能力
有限 ，现场执行当天向法院缴
纳部分案款 ； 另外两名被执行
人主动来到法院， 表示会努力工
作，争取早日缴纳罚金。这些，均
得益于丰台区法院、检察院、司法
局刚刚签字并实施的 《关于执行
社区服刑人员财产刑、 附带民事

赔偿案件的意见（试行）》。当天，
丰台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共同研
究，构建“法院执行、司法局配合、
检察院监督”的长效工作机制。

按照《意见》规定， 区司法局
在对被执行人开展工作的过程
中， 应当督促被执行人及时主动
向区法院报告其执行财产刑、履
行附带民事赔偿等裁判文书确定
义务的情况； 对于未全部执行财
产刑、 履行附带民事赔偿等义务
的被执行人，在督促其报告执行、
履行情况的同时， 还应当督促其

及时主动向区法院申报个人财产
情况。被执行人申辩无执行、履行
能力的， 应当向区法院提交书面
申辩材料以及区民政部门出具的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材料， 法院
作出的减少或免除罚金刑的裁
定 。对于有经济能力但拒不缴
纳罚金的被执行人，经司法局说
服教育后仍拒不执行的被执行
人，法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被
执行人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发出限制消费令、限制出境、
司法拘留等强制执行措施。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近几
天，交道口辖区居民发现，出门不
远就能看见旧衣回收箱。日前，东
城区交道口街道“一家衣善”公益
项目启动， 交道口街道在交东社
区、大兴社区、府学社区、南锣社
区分别设置了旧衣投放箱。

东城区妇联副主席郝键介
绍，“一家衣善” 是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在全国妇联、 国家发改委
的指导下发起的公益项目， 按照
部署， 交道口街道在交东社区等
四个社区分别设置了投放箱。

交道口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 通过衣服回收箱， 居民可自
行将不穿的旧衣物投放至箱体，

捐赠的旧衣物将集中到 “一家衣
善” 物资基地， 经过专业双重分
拣， 挑选出八成新、 无破损的衣
物， 经过清洗、 烘干、 消毒后捐

赠给困难家庭。 对利用价值不高
的旧衣物 ， 可加工成环保手提
袋、 拖把、 鞋垫等， 回馈给爱心
家庭。 万玉藻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6月10
日，1号线四惠东站、2号线西直门
站安全门将完成测试并投入使
用， 这两站分别是该两条地铁线
路安全门投入使用的第一座车
站， 其余车站在测试完成后将陆
续投入使用。

1号线2号线安全门加装工程
克服夜间施工、 工程量大时间短
等困难，力争今年9月底全部安全
门投入使用， 这将标志着北京全
部地铁线进入安全门保护时代，
有效提升乘客乘车安全性。

据了解，由于历史原因，地铁

1号线2号线站台未设计安全门保
护措施， 近年来几次发生乘客主
动或意外进入地铁轨道事件，导
致乘客死亡或受伤， 亦造成列车
临时停运， 给众多乘客出行带来
影响，对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为
此， 市政府要求实施地铁1号线2
号线安全门加装工程。

记者了解到 ，1号线2号线安
全门加装工程是在不停运状态下
施工， 仅能利用夜间地铁停运后
的3小时进行作业。 工程原计划
于2017年12月底完工， 力争提前
至2017年9月底全部安全门投入
使用。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昨天举办
“汉字拟人书写” 教学研讨会，来
自湖南、河北、北京丰台区的150
余名领导和教师走进该校， 观看
了师生的书法作品， 并对展示的
作品赞赏有加。据悉，丰台区已有
10多所学校加入该项目。

活动中， 学生表演的写字操
既有武术动作， 又融入汉字笔画
的拟人之态，增加了趣味性。井慧
岩和王凤茹两位老师进行了课程

展示。 首经贸大学附属小学校长
张晓红介绍， 该校近年来开发了
多种促进学生发展的校本课程。
两年来学生的书写有了长足进
步，还吸引全区10多所学校加入，
丰台科技园区集群将此作为集群
内推进的一个重要项目。 北京教
育学院丰台分院小学教研室主任
马洪波表示，两堂课展示了“语文
应该教什么”，这是语文教学研究
的方向， 教孩子识字的同时也在
教孩子做人，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丰台10余校加入“汉字拟人书写”项目

东城区首家“一家衣善”公益项目启动

交道口四个社区有了旧衣回收箱

本报讯（实习记者 唐诗） 近
日，北京儿童医院正式挂牌“国家
儿童医学中心”， 中心将建立6个
机构，开启守护儿童健康新篇章。

据了解，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作为我国儿科疑难危重症的诊断
与治疗中心、 高层次医学人才培
养中心， 将承担全国儿童主要疾
病登记、 相关流行病学和公共卫
生信息监测工作。“国家儿童医学

中心（北京）将设立专家顾问委员
会，并成立医疗部、教学部、科研
部、预防部、联络部及管理部六个
机构， 实现大医疗大科研大合作
的发展目标。”北京儿童医院院长
倪鑫表示。同时，国家儿童医学中
心将由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对中
心进行业务指导， 北京市政府负
责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 北京儿
童医院负责日常运行和管理。

儿童医院挂牌“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家专项IT人才定制平台正式运营

丰台构建“法院执行、司法局配合、检察院监督”的长效工作机制

三方联动解刑事财产刑执行难

地铁1号线2号线首站安全门明起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