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 北京市民政局和东
城区民政局联合开展 “12·4” 国
家宪法日暨民政法治宣传进社
区活动 。 活动现场 ， 通过发放
宣传册 、 摆放宣传展板 、 播放
取缔非法社会组织新闻等形式
展示首都民政打非工作取得的
成果 ， 展示了北京市民政综合
执法监察大队和东城区民政局的
工作职责、 执法权限、 执法成果
等情况。

本报记者 盛丽 摄影报道

政协工会界委员聆听基层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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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带着职工心声上两会”热线开通

深深 化化

在在 行行 动动

北京过半初中生升入优质高中

□本报记者 王路曼

密云水库上游河道72家水产养殖场全部拆除

市教委昨天公布， 今年本
市初中、 小学就近入学比例分
别达96%、99%以上， 初中生升
入优质高中比例达52%以上。

花市小学行政副校长贾静
1989年就来校工作， 与学校共
同成长。 “2014年花市小学与
广渠门中学实行九年一贯制改
革项目， 学校改名为广中附属
小学， 进入发展最好的阶段。”
昨天， 她细数了学校的变化。

小学生在校接受中学
教师授课

据统计， 花市小学的教学
班从2014年的16个增到2018年
的41个 ， 学生从近400人增到
1500人。 这是因为学校从教育
理念、软硬件资源、教学活动等
方面与广渠门中学实现共享 ，
学生100%直升， 家长们对学校
的信心建立了，很多人“回流”，
不再东奔西跑去择校。

广渠门中学不仅向花市小
学开放校园和课堂， 更好地促
进幼小衔接 ， 还引入中学师
资， 安排教师进小学上课， 教
音乐、 轮滑、 美术等课程， 执
教的一线全职教师有20多人 ，
加上兼职的达到四五十人。 他
们共同听课备课， 帮助小学生
与中学教师无缝对接， 让改革
红利真正落实到百姓身上。

龙潭中学和崇文门中学也
是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的成员
校 ， 初中安排学生混编班级 ，
高中安排学生跨校游学； 教师
组成大年级组。 “我们要办区
域老百姓满意的教育 。” 广渠
门中学校长李志伟说。

初中就近入学比例达
到96%以上

40年来， 首都教育改革发
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恢
复建设时期 （上世纪80年代），
迎来首都教育事业发展的春
天。 二是稳步推进时期 （上世
纪90年代 ）， 1993年在全国率
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
壮年文盲， “九五” 期间在全
国率先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高
等教育也率先在全国进入大众
化阶段 。 三是快速发展时期
（进入新世纪的10年）， 首都高
等教育率先在全国进入普及化
阶段， 2010年率先基本实现首
都教育现代化。 四是深化改革
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后 ）， 努
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开启
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新篇章。

在基础教育阶段， 本市不
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缩小城
乡、 区域和校际差距， 走出一
条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的发
展之路 。 从2014年到2018年 ，
北京的就近入学率逐年提高 ，
实现全市公办小学100%划片就
近入学， 公办初中 （含大学附
中） 100%划片入学， 全部参加

派位。 今年初中、 小学就近入
学比例分别达到96%、 99%以
上， 初中生升入优质高中比例
达到52%以上 ， 高考录取率连
续三年保持在90%左右。

为让孩子在家门口上好
学， 本市不断拓展优质教育资
源，使出四件“法宝”。 一是大幅
增加优质资源供给总量。 通过
新建名校办分校、 城乡一体化
学校 ，采取学区制 、教育集团 、
教育集群、联盟组团等方式，整
合区域优质教育资源。 集团化
办学成为区域优质教育资源整
合的重要形式。 据统计，全市有
中小学教育集团150多个，覆盖
学校410多所，覆盖率为全市中
小学校数的25%； 已有学区130
余个，覆盖学校1000余所，覆盖
率为全市中小学校数的61%。全
市十个远郊区的教育集团和学
区比党的十八大以前大幅度增
加，目前成立近68个教育集团，
覆盖120余所学校；形成70余个
学区，覆盖320多所学校。

第二件“法宝”是纵向贯通
九年一贯制学校。 各区打通学
段，将优质教育资源连贯布局，
建设一体化的九年一贯制学
校， 推进九年一贯对口直升改
革。 目前有九年一贯制学校115
所，约占初中校总量的23%。

第三件 “法宝” 是多部门
支持， 使普通中小学走上发展
“快车道”。 通过高校支持中小
学建设、 教科研部门支持中小
学发展、 民办教育机构参与中
小学学科教学改革、 外籍教师
参与中小学英语教学改革等 ，
让优质教育资源流动起来。

第四件 “法宝 ”是以 “互联
网+”创新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方
式。 市教委加强北京数字学校
平台建设，每年为100多万师生
提供微课程资源、 在线答疑等
优质教育资源服务； 搭建中学
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管理服务
平台， 鼓励教师自主开放教学
资源， 供全市中学生自主选择
并在线学习。 在通州区前期试
点的基础上，扩展到延庆等6个
区135个项目校， 共计5万余名
初中生享受到在线辅导服务。

到2020年， 本市教育将总
体实现教育现代化； 2035年实
现高水平教育现代化； 到2050
年 ， 达到发达国家前列水平 ，
使北京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教育先进城市。

明年9月 ， 由原崇文门中
学校舍改造而成的新教学楼将
在花市小学投入使用， 展望未
来， 贾静和同事们充满期待。

职工理智反映问题不抱怨

昨天下午1点30分开始接听
热线， 市政协委员、 平谷区总工
会主席屈志奇提前一个小时就来
到了等候室 ， “我第一次接热
线， 怕路上误了时间。”

“喂， 您好， 我是政协委员
屈志奇， 您请讲。” 屈委员准时
接入第一个职工热线。 退休职工
刘先生反映， 由于企业转制， 退
休之后劳动关系转到了社保， 原
单位没有了， 现在拿的是社保工
资， 煤改气之后， 取暖费由原来
的每平方米19元涨成了30元， 取
暖费负担增加不少， 但报销却没
了出路， 希望能得到解决。

“感谢您的信任， 您反映的
问题确实代表了一部分人， 我回
去之后将进行相关调研， 把问题
带上两会和委员们一起讨论 。”
屈委员答复刘先生。

仅半个小时， 屈委员就已经
接了5个热线， 其中包括供暖费、
退休金和医保三类问题。 “咱们
的职工心态特别平和。” 屈委员
告诉记者， 职工来电反映问题时
都很理智 ， 代表的不是个人意
愿， 而是代表了一部分群体的心

声， 一些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市政协委员、 通州区总工会

主席尚祖国也有同感， 他接听的
热线中， 有一个是代表保安们反
映的劳动合同问题， 另一个是企
业职工养老金调整政策与机关事
业单位不接轨的问题。 “职工个
人反映的问题， 却代表了很多人
的心声， 这些线索都是政策制定
的有力支撑。” 尚祖国说。

两委员同时接到一个问
题， 现场决定联名写提案

钱小军委员和娄萌委员同时
接听职工的热线， 下来在会议室
交流时发现， 搜集到的问题都在
反映海淀区上庄镇缺乏优质教育
资源， 两位委员交流后决定形成
一个提案带到两会上去。

钱小军委员和娄萌委员介
绍， 海淀区上庄镇居民单先生和
一位王女士反映的都是上庄镇附
近有若干个小区 ， 大概有10万
人 ，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政策
房、 保障房，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现有学校接收能力太弱， 只有一
个上地小学上庄分校， 一个年级
只有4个班 ， 一个班49个孩子 ，
即使这样也满足不了就学。 中学
也存在同样问题， 希望政府能够
给予重视 ， 加快建设优质中小
学， 保障周边居民享受优质教育
资源。

“既然反映的是同一个问
题， 咱们两个干脆联名形成一个
小提案， 提交给大会。” 钱小军
委员和娄萌委员决定回去后做个
调研， 先向当地了解一下情况，
争取能够拿出一个解决办法。

预热两会 委员倾听来
自职工的最新诉求

北京市政协工会界别小组召
集人，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潘建新介绍， 作为北京市政协
工会界别的一个传统活动，“带着
职工心声上两会” 热线已连续开
通13年。通过市总工会“12351”职
工热线平台， 开展政协委员接听
职工群众热线活动， 已成为职工
群众反映意见建议和政协委员了
解职工群众心声重要渠道之一。

２０１８年是十三届市政协的届
首之年， 很多新委员在会前参与
接听热线， 收获颇丰。 活动结束
后，工会界委员对来电逐一梳理，
多条意见建议被吸纳进提案中。
市政协十三届一次全会期间，工
会界委员共提交个人提案44件，
集体提案2件。 其中“建立完善工
匠和高技能人才待遇机制提案”
“关于加快完成《北京市工资集体
协商规定》立法项目提案”被确定
为2018年市政协专委会重点督办
提案， 委员们通过调研视察等开
展提案办理协商， 经承办单位的
办复，推动了相关问题解决。

潘建新透露，今年以来，工会
界别对这两项提案进行大量调
研， 最新的调研报告会在即将召
开的两会上向政协全会提交。 在
两会前，通过委员接听热线，可以
听到基层职工的最新诉求。 委员
们会对职工反映的情况进行整理
和分析， 把一些共性的具体问题
带到下一年政协全会上进行讨
论， 并以集体提案等形式提交给
有关部门。

近日， 密云区新城子苏家峪
村村民王福生家经营多年的水产
养殖场拆除完毕了， 并接受了相
关部门的联合验收。 近日， 记者
从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获悉， 截
至目前， 密云水库上游主要河道
两 侧 72家 生 产 型 水 产 养 殖 场
（户）， 已经全部拆除完毕， 保水
专项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 为确保水源保护区

生态环境和密云水库水质安全，
实现水污染防治和密云水库上游
河道岸绿水清的目标， 今年6月
起， 密云区全面启动密云水库上
游主要河道两侧生产型水产养殖
场 （户 ） 专项治理工作 。 经过
“摸清底数、 固化证据” “制定
方案、 动员部署” “依法整治、
全面启动” “拆除生产设施、 检
查验收” 四个工作阶段， 目前，

专项治理范围内的72家水产养殖
场 （户） 已基本拆除完毕， 其中
包括中央、 市级环保重点督察的
22户， 共拆除鱼池623.23亩， 配
套设置1.91万平方米。

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目前，已有48家水产养
殖户接受了环保、 水务等多个部
门的联合验收，验收合格后，相关
补贴资金将陆续兑现给养殖户。

连续值守13年， 初心不变。
4日、 5日两个下午， “带着职工
心声上两会” 热线如约开通， 北
京市政协工会界26名委员值守
“12351” 职工热线， 社保、 工伤
补助、 养老、 交通……作为两会
前的预热活动， 来自基层职工的
心声传进委员心里， 委员们将集
中热点问题带上会。

民政法治宣传进社区

2020年本市教育将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