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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9月11
日， 2018内蒙古国贫旗县产业合
作 （北京） 洽谈会在京举行， 来
自北京的200家农畜产品生产加
工 、 文化旅游 、 战略性新兴产
业、 物流等领域企业和投资机构
近300人参会。

会上， 内蒙古相关领导分别
介绍了31个国贫旗县投资环境和
产业发展现状， 并推介了重点招
商项目。 内蒙古31个国贫旗县共
推出招商合资项目150个， 投资

总额888亿元 ， 涉及装备制造 、
战略性新兴产业、 绿色农畜产品
生产加工、 文化旅游、 化工、 冶
金、 建材、 物流、 现代服务业、
社会事业 、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 。 推介结束后进行了合作洽
谈， 来自呼和浩特市、 呼伦贝尔
市、 兴安盟、 通辽市、 赤峰市、
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市的投资
促进部门围绕150个招商合作项
目与企业和投资人进行了洽谈，
许多项目达成了意向投资合作。

教学课件字体不小于24号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东城

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行动昨天
启动。 该区提出将采取每月轮换
一次学生座位、 严禁学生将电子
产品带入课堂等多种措施防控近
视率。 到2023年， 东城区中小学
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将在今年基础
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

据了解， 东城区将成立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专家库， 聘
请眼科医疗专业的资深专家、 高
等院校的知名学者加入， 提供咨
询辅助和技术支持。 同仁医院将
面向该区教师和校医开展有关早
期发现和判断视力不良、 眼外伤
预防和早期处理等内容的培训，
定期 （每月） 进一所学校进行眼

健康科普宣教和视力筛查， 发现
视力不良学生进一步转诊治疗。

结合教育部的相关规定， 东
城区制定了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工作方案》， 对视力不良防控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比如在学校
方面， 方案要求落实每天眼保健
操不少于两次， 原则上采用纸质
作业； 倡导教师使用传统板书教
学 ， 板书要清晰可辨 、 大小适
当， 教学课件字体不小于24号；
加强督导， 问责学生视力不良检
出率连续三年上升的学校， 表彰
取得优异成绩的集体和个人等。

在家庭方面， 家长应引导孩
子进行户外活动或体育锻炼， 使
其在家时每天接触户外自然光的

时间达60分钟以上； 控制孩子使
用电子产品时长、 配合学校切实
减轻孩子负担等。

根据东城区制定的目标， 到
2030年， 该区将实现儿童青少年
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 基
本达到国家标准。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9月15
日， 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暨
第八届北京科学嘉年华将拉开帷
幕 。 本届嘉年华由四大部分组
成， 观众可亲身体验虚拟现实、
军事科技等先进科技成果。 此外
历经四年闭馆整修建设的北京科
学中心也将重新与公众见面， 设
立了互动体验、 科学秀场等一系
列活动。

据介绍， 第八届北京科学嘉
年华于9月15日至9月23日举行，
嘉年华活动由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庆典广场活动区、 北京科学中心
活动区、 2018北京国际科学节圆
桌会议以及第六届北京国际科技

电影展四个部分组成。
其中第八届北京科学嘉年华

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活动区将
于9月15日至19日面向公众开放。
活动共设科学探究、 VR空间等
12个主题展区。

嘉年华期间， 北京科学中心
将首次以崭新的面貌服务公众，
这里将举办首都科技创新成果
展、“两翼行动”科技酷品展等。

此外， 嘉年华期间还将举行
2018北京国际科学节圆桌会议和
第六届北京国际科技电影展， 本
市的科研院所、 企业、 高校、 科
普基地等也将同期举办全国科普
日主题活动130余场。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 为
深入落实蔡奇书记对回龙观、 天
通苑地区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工作
的指示精神， 近日， 市住建委会
同昌平区深入研究回龙观、 天通
苑地区居住现状， 因地制宜， 采
取多种措施， 全力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 为居民群众办实事。

市住建委会同属地政府部门

梳理发现， 回龙观、 天通苑地区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移交的
居住配套项目34项， 通过市区近
阶段的全力督办， 截至目前， 34
项未按规定移交的居住配套项目
中， 已实现开发企业与接收使用
单位签署移交协议或完成移交的
配套设施27项。 其中包括： 教育
设施共12项、 卫生服务设施1项、

体育 (文化) 设施2项、 养老服务
设施4项、 残疾人托养所1项、 园
林绿化项目3项、 街道 (地区) 综
合服务设施4项。

同时， 市住建委联合市规划
国土委、 昌平区政府， 对落实此
项工作研究会商， 明确了市级指
导、 属地落实的工作原则， 根据
公共服务设施的具体情况， 确定

了不同类型项目补办手续的实现
路径和方法， 为历史遗留公共服
务设施尽快投入使用创造条件。

此外， 为增加回龙观、 天通
苑地区租赁住房供应， 扩大政策
性 住 房 的 有 效 供 给 ， 市 住 建
委 会 同 昌 平 区 政 府 加 快 推 进
回 龙 观 镇 三 合 庄 村 8 万 平 米
1200套集体土地租赁房建设 。

目前 ， 该项目已取得项目占地
批复， 正办理立项手续， 预计年
底前可开工建设。

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
下一步还将会同昌平区政府继续
加大力度推进公共服务设施移交
使用及手续办理后续工作， 全力
解决居民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不足
的难题。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本周
六， 朝阳区常营体育公园将正式
开园， 为周边10万居民提供休闲
健身娱乐的去处。 记者昨天从北
京CBD创新发展年会获悉， 5年
来朝阳区农村地区已疏解非首都
功能2669万平方米， 西直河石材
市场、 四惠建材城、 孙河砂石料
场等已有序疏解。 取而代之的是
市民身边的大尺度绿化， 孙河、
崔各庄、 金盏、 黑庄户、 十八里
店等乡正在或计划大尺度建设绿
地公园， 为市民打造出门见绿的
宜居生活环境。

常营体育公园占地面积为13.

6万平米，北临朝阳北路，西侧为
天街商业区及东十里堡路， 南临
常营南路，分为运动健身区、休息
游憩区、生态养生区。其中，动态
功能区———运动健身区面积约2.
2万平米，建有中心体育场、网球
场、健身广场等；静态功能区———
休闲游憩区包括南入口广场、中
心广场； 生态养生区则依托各种
植被、 营造森林氧吧、 儿童游乐
场，达到在林中养生的意境。

据统计， 5年来朝阳区农村
地区共疏解腾退面积达2669万平
方米， 见缝插绿、 大尺度建绿，
全地区实现绿化 9400余万平方

米。 据朝阳区农委相关负责人透
露 ， 留白建绿只是朝阳区 “一
绿 ” 试点乡建设的工作任务之
一，目前朝阳区首批“一绿”试点6
个乡已安置就业2.6万人， 1.98万
人全部完成农转居任务， 新增绿
色生态屏障5800余亩 ， 7个 “高
精尖” 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1.2万余人将搬迁上楼 。 第二批
城市化的东风、 东坝、 三间房、
平房、 管庄5个乡城市化建设试
点已全面启动。 年底前计划实施
绿化1000亩， 约8000名农民实现
整建制转居， 东坝国际商业中心
等产业项目启动建设。

常营体育公园周六正式开园 第八届北京科学嘉年华周六开幕

1200套集体土地租赁房年底前开建
市住建委：加快推进回龙观、天通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本报讯 （记者 阎义） 9月10
日， “2018北京时装周” 新闻发
布会在故宫博物院宝蕴楼召开。
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 “时尚北
京” 板块， “2018北京时装周 ”
由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 北京
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时尚
北京》 杂志主办， 北京时装周有
限责任公司、 北京时装之都文化
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2018北京时装周” 将于9月

15日至22日在故宫博物院宝蕴
楼、 太庙、 方恒国际中心、 全国
农业展览馆、 中国世纪坛、 朝阳
大悦城、 王府井等北京时尚文化
地标举办。 时装周期间将举办35
场流行发布、 3场论坛、 3大主题
展、 5场赛事活动， 汇聚国内外
150余位设计师的作品华美亮相，
将以独具魅力的时尚盛宴， 向世
界传递北京时尚文化自信， 打造
靓丽的时尚北京名片。

2018北京时装周将于15日启幕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育精益
求精工匠，做德技双馨教师。北京
市职业院校师德师风展示交流会
9月12日在北京市商业学校举行，
6名职教老师分别述说了对师德
师风的理解。 青年教师团向全市
职业院校同行发出倡议： 做出师
德承诺，践行师德规范，做新时代
“四有”好老师。

全国教育大会刚刚召开 ，北
京市职教战线就开始学习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
交流座谈中，教师们纷纷表示，教
育大会的召开， 让教育工作者更
有方向。 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将
一如既往，勇于承载时代重任，做
无愧于新时代的“四有”好老师。

北京市商业学校校长侯光介

绍了本校师德师风建设经验。该
校在“人人是老师，节节有德育”
的“三全”育人氛围下实施立体德
育， 创新实践学生综合职业素养
成长模式， 在全国首创性地推出
以工匠精神为核心的中职学生职
业素养护照，赢得了学生家长、企
业和社会的普遍赞誉。同时，学校
将卓越品德和能力作为培养卓越
师资队伍的首要目标， 将劳模精
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师德培养中，
培育匠人匠心。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高东介绍， 本校提出 “人人是胜
者”的职业教育理念，将师德师风
建设成效纳入各二级单位年度目
标考核， 把师德师风表现作为教
师业绩考核的首要内容。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 劲松
职业高中、 北京市商业学校、 昌
平职业学校、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
学院、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
6名教师分别发言， 讲述他们耕
耘在职教一线的育人感受。 北京
市商业学校的家长和学生也从各
自角度发言， 讲述师生之间发生
的故事。

根据市教委要求， 各职业院
校应通过开展“新时代师德先锋”
评选、职前培养职后培训以及“一
对一”帮扶等多种方式，切实增强
教师的职业道德。同时，确立师德
师风评估体系， 将评估结果作为
硬指标，在教师考核、职务聘任、
职称评定、 评优选模等工作中实
行一票否决制。

师德师风评估纳入学校硬指标

朝阳农村5年实现绿化9400万平方米

北京职校教师宣讲师德师风

东城出台《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方案》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丰台区丽泽
桥等7处积水点治理工程项目实
施方案， 工程预计将于2019年汛
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在明年主
汛期期间发挥效能。

据悉，此次批复的7处积水点
治理工程项目，正是针对2016年、
2017年汛期丰台、 房山等区暴露
出的薄弱节点， 计划建设的40项
防洪排涝工程的组成部分。

其中， 丰台区丽泽桥积水治
理工程将新建三环路东西两侧蓄
涝区各一处 ， 总容积4.7万立方

米 ； 新建地下一体式泵站1座 ；
新建雨水管线1公里， 将雨水蓄
滞后排入下游丰草河。 小井桥积
水治理工程将新增雨水管线1.7
公里； 新建南北调蓄池2座， 总
容积4.9万立方米 ， 雨水经蓄滞
后排入下游莲花河。 芦花路铁路
桥积水治理工程将沿规划芦花路
两侧新建排水沟0.8公里 ， 新建
拦截客水挡墙3处， 将铁路桥两
侧高水直接排入黄土岗灌渠。 铁
路部门同步实施铁路桥下雨水管
线和泵站工程， 共同保障桥区排
水安全。

7处积水点明年汛前完成治理

内蒙古31个国贫旗县来京招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