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昨天，
市卫生监督所发布全市控烟执法
情况，自北京市“控烟令”实施以
来，共处罚违法吸烟个人8883人，
罚款46.525万元。 探索公共场所
禁止使用电子烟的可行性， 是其
下步执法措施之一。

据悉，自2015年6月始，《北京
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40个月，全
市共出动卫生监督执法人员70万
人次，共监督检查35万户次，发现
不合格单位22139户次，责令整改
单位19960家， 行政处罚 （罚款）
1917家单位，罚款543.79万元。共
处罚违法吸烟个人8883人， 罚款
46.525万元。从行业类别来看，医
疗机构、学校的合格率较高，分别

为96.7%、96.5%；餐厅的合格率较
低，为65.4%，仍是今后控烟执法
的重点和难点场所。

市卫生监督所表示， 由于电
子烟是新兴事物， 北京控烟条例
中，目前还没将其纳入执法范围，
而有关电子烟的投诉举报在不断
的增加。 加强电子烟危害及管理
模式的研究， 探索公共场所禁止
使用电子烟的可行性， 为电子烟
的管理提供相关依据， 是市卫生
监督所下步的执法措施之一。

同时，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
第八次控烟报告11日发布， 本次
通报违法吸烟投诉量同比环比均
有小幅上升。今年8月1日至9月30
日两个月，“无烟北京” 微信公众

平台接到群众对违反 《北京市控
制吸烟条例》 在公共场所违法吸
烟的投诉举报2265件， 比前两月
的2102件增加了163件。被投诉场
所前四位依次是：餐厅、写字楼、
办公场所、大学，其中餐厅670件
占29.5%。被投诉最主要的违法行
为依次是： 场所内有人吸烟1326
件占58.5%；场所无明显的禁烟标
识336件占14.3%。

截至9月30日，全市控烟志愿
者对上述违法吸烟投诉处理率为
76.8%。市控烟协会介绍，本次通
报违法吸烟投诉量同比环比均
有小幅上升 ，但预计随着天气转
凉室内活动增多后， 室内公共场
所违法吸烟投诉会有继续上升。

本市共处罚违法吸烟8883人 罚款46万
“控烟令”实施4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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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记者
昨天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获悉， 在
京参加2019年高等职业学校招生
考试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考
生须在考试院网站上提交申请，
申请截止时间为10月12日20时。

据了解，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申请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
招生考试要符合5项条件， 包括
进城务工人员持有在有效期内的
北京市居住登记卡、 居住证或工
作居住证； 进城务工人员在京有
合法稳定住所； 进城务工人员在
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 进

城务工人员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
险已满6年 （不含补缴）； 随迁子
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
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

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 随迁
子女报名包括网上填报个人信息
并缴费和报名资格现场确认两个
阶段。 完成网上申请后， 随迁子
女考生须于 10月 20日前将其父
母的相关证明材料提交报名单
位进行初审。 11月8日08:00至11
日20:00， 通过资格审核的随迁
子女考生网上填报报名信息并缴
费， 缴费成功后按区招办规定时

间和地点进行现场报名资格确
认。 未提出申请、 未通过申请条
件审核或未参加高考报名的考生
不能参加在京高职考试招生。

北京市高职招生分为高职自
主招生、 高会统招和高职单独招
生三种形式， 取得报名资格的随
迁子女统考考生可以参加高职自
主招生和高会统招， 填报高职自
主招生志愿 （由招生学校自主组
织）、 统考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
通批的志愿； 取得报名资格的随
迁子女单考考生可以参加高职自
主招生和高职单独招生。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获悉， 北京市工商局正对北
京市场开展二手汽车配件销售领
域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共检查汽
车配件经营主体2455户次， 汽配
市场89个次， 对全市二手汽车配
件销售行为进行了全面规范。

9月底 ，市工商局制发了 《关
于开展二手汽车配件销售领域专
项检查工作方案》，全市工商系统
对二手汽车配件市场进行全面检
查， 并将专项检查工作纳入国庆
节日市场秩序保障工作进行统筹
部署落实， 通过在国庆假日期间

开展不间断检查， 维护二手汽车
配件销售领域市场秩序。

专项检查中， 工商部门以汽
车配件交易市场和汽车配件销售
聚集区为重点， 对二手汽车配件
经营主体进行逐一检查， 指导市
场主办单位及经营者建立健全进
销货台账， 督促经营者对于市场
销售的二手汽车配件予以明示。
同时严格落实各项监管措施，严
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据介绍，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
无照经营二手汽车配件行为，出
售报废汽车整车、“五大总成”、拼

装车行为及出售报废汽车零配件
未标明“报废汽车回用件”行为，
工商部门将按照 《无证无照经营
查处办法》《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
法》依法进行严厉查处。

此外， 市工商局还积极配合
市商务委对10家报废汽车回收拆
解企业及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了
联合检查，对主体经营资质，二手
车交易情况，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
和二手汽车配件的流程、 来源和
去向进行了详细调查， 暂未发现
存在违规出售报废汽车回用件、
拼装车等问题。

本市开展二手汽车配件销售专项检查

随迁子女在京考高职申请截至今日20时
首批“铁路+旅游”天津精品线路出炉

中小学教育集团内学生有望贯通培养
本市发布集团化办学和学区制管理指导意见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北京市
教委昨天发布 《关于推进中小学
集团化办学的指导意见》和《关于
推进中小学学区制管理的指导意
见》，提出将探索集团内统一教师
评审、学生贯通培养等机制，鼓励
教师跨校流动，并明确了从财政、
编制、 职称等多方面加大对集团
化办学的支持力度。

集团内各校学生试验联合培养

据了解， 指导意见以努力办
好百姓身边好学校， 扩大优质教
育资源供给，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为指导思想， 明确指出要着眼
北京市城市规划的战略布局，发
挥品牌学校作用， 促进城乡一体
化建设， 以不断扩增优质教育资
源，缩小校际差距。截至去年底，

本市已有中小学教育集团158个。
针对集团化办学和学区制管

理的不同特点，《指导意见》 进行
了梳理归纳。 集团化办学着重突
出办学模式改革， 提出了具体措
施， 包括支持各区通过集团化办
学方式带动相对薄弱学校发展；
鼓励跨区集团办学； 支持集团内
课程教学资源共享； 探索建立集
团牵头校和成员校之间互派干部
双向交流、 互派教师轮岗交流的
制度，探索集团内干部教师培养、
培训、评价和考核等机制，搭建干
部教师成长发展平台； 探索在集
团内统一职称评审， 职称评聘向
跨校任职、兼课、指导的干部教师
倾斜； 鼓励干部教师积极参与集
团内轮岗交流，按照多劳多得、优
劳优酬的绩效奖励激励原则，科

学合理核定人员薪酬。
在人才培养方面， 意见提出

要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和贯通培养
机制。对于同一学区内的集团，在
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原则
下， 按照本市中考改革的方向和
要求， 积极探索集团各校间学生
联合培养、贯通培养等试验，进一
步扩大集团化办学的受益面。

干部教师跨校任教予以奖励

在学区制管理指导意见的具
体措施中， 提出着重突出管理模
式改革， 探索适应集团化办学和
学区制管理的人员编制、 职称评
定、薪酬待遇等制度机制。

统筹协调学区人力资源 ，探
索建立干部教师合理流动机制和
绩效考评制度。 对学区兼职干部

教师和在学区内跨校任职任教的
干部教师， 依据中小学教师绩效
奖励激励办法，按照多劳多得，优
绩优酬的原则予以奖励激励。完

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考核办法，
对在学区内跨校任职任教并取得
良好业绩的干部教师， 给予优先
考虑。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10月
10日， 由天津市旅游局和中国铁
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的“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旅
游推介会”在津举办。来自中国铁
路总公司所属的十八家铁路局集
团公司、北京市旅游委、河北省旅
游委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
司代表全国各铁路局集团公司与
天津市旅游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 ，通过 “旅游+铁路 ”的合作模
式，推动旅游与铁路客运、旅游事
业的融合发展。以此为契机，北京
局集团公司所属中国铁道旅行社
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旅行社协

会铁道旅游分会会长单位， 还将
积极引导、 支持各会员旅游企业
研发以天津市为目的地的高铁精
品线路和旅游专列， 培育和打造
高铁及专列旅游品牌， 并在继续
合作开行“津和号”旅游专列的同
时， 研发 “环京津冀文化旅游班
列”等旅游产品。

推介会还推出了首批铁路加
旅游天津精品旅游线路， 这些围
绕近代中国看天津文化游、 都市
博览游、 滨海休闲游、 海河风光
游、 山野名胜游等五大旅游品牌
打造的配置合理、特色鲜明、性价
比高的精品旅游线， 将吸引众多
海内外游客通过专列来津旅游。

出售报废车拼装车等将严厉查处

为期一周的“创意生活小镇 翰墨飘香汇爱心”暨顺义区高丽营镇
喜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书画摄影展闭幕。 活动期间举办了爱心书画作
品拍卖活动，征集的三所幼儿园书画作品进行现场拍卖，所得善款将全
部用于帮助高丽营镇对口扶持乡镇学校。本次活动共展出各村、学校书
法、绘画、摄影作品350余件。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李岚 摄影报道

拍拍卖卖书书画画作作品品 爱爱心心送送进进校校园园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记者10
日从北京市医管局了解到， 天坛
医院新院区门诊一部、 二部，大
厅、通道的自助服务区、药房等区
域均设有“守护天使”志愿者、医
务人员值守。 这些志愿者中有的
是医院职工，有的是学生，还有一
些是来自社会的爱心人士。

10月6日北京天坛医院新院
区试开诊， 在北京市丰台区南四
环西路119号接待各科患者就医。
医院团委书记苏昕介绍， 为了让
患者能顺利找到科室、完成就诊，
医院在增加导医人员的基础上，
通过对接志愿服务团体， 招募社

会爱心人士， 以及发动本院职工
及医学生志愿者等方式， 在门急
诊大厅、自助服务区、医技检查科
室等重点区域增设导医人员。

今年8月底以来，天坛医院通
过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
多方渠道发布招募信息， 目前已
经组建了一支由退休干部、教师、
SOHO一族等社会爱心人士组成
的导医志愿者队伍。“从目前情况
看，对志愿者的需求量还是很大。
天坛医院在尽可能提供导医服务
的同时，也需要更多的有爱心、有
能力的志愿者，加入‘大家帮助大
家’的队伍。”苏昕说。

天坛医院新院区招募“守护天使”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 北京
市中小学集团化办学学区制管理
理论与政策研究项目组组长杨志
成表示，两个指导意见的出台，标
志着北京市中小学集团化办学和
学区制管理进入规范发展阶段。

依据两个指导意见， 未来集
团和学区要纳入北京市中小学
市、区两级布局规划，从而实现基

础教育全域性优质均衡布局。多
元共治成为中小学治理的常态模
式。 学区内、 集团内教育硬件资
源、人力资源、教研和课程资源将
实行共建共享机制。 本市将加大
人力、 财力、 物力等政策和条件
支持， 为集团化办学和学区制管
理提供有效支撑和有力保证。

本报记者 任洁

集团内资源将实行共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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