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曦/文 陈艺/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特写】新闻２０19年 1月 2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周潇潇│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刘芳│E—mail:ldwbgh@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05

□本报记者 盛丽

“天宁1号” 文化科技创新
园是一个打造24 小时开放的文
创生活功能区， 园区利用自身空
间资源， 开放公共空间、 打破园
区的 “围墙”。 园区还将公共文
化服务与文创产业有效融合， 协
助企业开展各类草坪钢琴演奏
会、 茶文化讲座、 世界地球日植
物认养、 公众开放日等活动。 据
了解， 北京市加快保护利用老旧
厂房， 目前已经转型利用的和正
在转型改造的占地700多万平方
米， 承载新业态的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 本市
服务业已由住宿、餐饮、商贸、房
地产等传统行业转向以金融 、科
技、信息、文化创意、商务服务等
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近日， 记者从市发改委召开的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了解到，
2018年， 本市服务业保持了平稳
较快发展， 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

值增长7.2%，快于GDP增速0.5个
百分点， 占GDP比重达到82.3%，
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4.7%。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8年前三季度，金融、科技、信
息和商务服务4个行业增加值总
和占GDP比重达到48.6%，对全市
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3.4%；2018年
1-10月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收入增
长14.4%。 本市按照减量发展的路
径， 压减部分功能区规划建设规
模、加快盘活利用腾退空间。推进
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丽
泽金融商务区等高端产业功能区
规划调整，压减建筑规模；通过大
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楼宇绿色
改造等降低服务业能耗， 支撑全
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预计下
降3.5%左右， 有望连续13年超额
完成国家下达的考核任务。

科技金融、 互联网+、 创业
服务、 跨境电商、 人力资源服务

等成为服务业发展新亮点， 中关
村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聚集了各
类互联网金融机构950多家， 全
市双创服务机构超过400家； 跨
境电子商务产业园、 天竺综合保
税区跨境电商保税仓和信息系统
加快建设， 进口商品直营中心挂
牌营业；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 人
才测评培训、 高级人才寻访等业
态不断成长， 集聚了上千家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

2018年 1-10月 ， 服务业企
业人均创收160.3万元， 同比增
长5.1%， 利润同比增长6.8%， 企
业人均创收能力及盈利能力继续
提高。 2018年全市建设提升蔬菜、
早餐等7项基本便民商业网点超
过1500个，超额完成任务，城六区
社区已实现全覆盖； 建成四级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文化设施
超过7100个，覆盖率接近99%，实
现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以前， 像这种大冷天， 我
们这手扶拖拉机纯靠手摇， 也许
得摇上个把小时才能打着火。 现
在， 经过我们的改造， 一键就可
以启动了。” 南口农场果品经营
分公司经理李福新自豪地说。

近日， 记者获悉， 南口农场
果品经营分公司职工针对传统的
手扶拖拉机开展 “微创新”， 发
明一键启动装置， 彻底结束了农
场长达40多年生产农机需要靠手
摇的历史。

李福新介绍， 手扶拖拉机特
点是体积小 ， 重量轻 ， 结构简
单， 机动灵活， 非常适合果园的
日常作业。 此外， 手扶拖拉机还
能与各种农机具配套 ， 进行抽
水 、 打药 、 开沟 、 培土 、 施肥
等， 可做固定作业又可做短途运
输， 综合利用性能很高。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农场将手扶拖拉机广泛用于果园
日常生产的各个环节， 有针对性
地解决种植面积广， 人工效率低
等问题。” 李福新说， “传统的
手扶拖拉机都是手摇式启动， 需
要消耗非常大的体力， 在摇动过
程中， 一旦动作配合不协调， 极
易发生摇把反转打伤手臂或其他

身体部位的情况。”
农场职工年龄结构日渐偏

大， 也是促使他们改造手扶拖拉
机的原因。 目前， 南口农场果品
经营分公司在职职工50多人， 35
岁及以下的职工占比为13%， 36
岁到50岁职工占比为30%， 50岁
以上职工占比为57%， 老龄化情
况明显。 “大部分一线手扶机手
已负担不了手摇启动的体力消
耗， 给我们的日常生产操作带来
了极大不便。” 李福新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 职工通过
在手扶拖拉机原飞轮上加装相匹

配的齿圈， 在车身合适位置加装
发动机、 起动机、 电瓶、 启动开
关、 电源开关并按照正确电路进
行串联安装， 将传统的手摇式启
动拖拉机改装成了电启动。

果品经营分公司从事30多年
司机工作的老职工杨友辉说 ：
“这不但降低了劳动强度， 提高
了安全系数， 而且大大地提高了
我们的工作效率。”

“现在对公司的5台手摇式
手扶拖拉机都进行了改造， 希望
能把这项小发明向外推广， 让更
多农林从业者受益。” 李福新说。

为确保元旦期间北京西站
地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
2018年12月31日晚，北京西站消
防处组织相关行业部门、公安派
出所混合编组，在地区范围内组
织联合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

此次消防检查围绕夜间生
产 经 营 的 劳 动 密 集 型 企 业 ，
“三合一” 场所， 高风险出租房
屋 ， 歌舞厅 、 酒吧 、 影剧院 、
电子游艺室等公众聚集场所 ，
特别是举行节日庆典、 文艺演
出、 商业促销等大型群众性活
动举办场所等进行了重点检查。

据西站消防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 当夜重点检查了消防控
制室是否双人持证上岗、 掌握
消防控制室管理及应急程序规
定； 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

充电； 是否存在为渲染节日氛
围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
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是否畅通；
室内是否违规燃放冷烟花； 是
否违章用火、 用电； 单位员工
是否经过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
掌握消防安全 “四个能力” 以
及 “1、 3分钟应急处置程序”。

各检查组联合公安派出所
和网格力量， 集中开展入户宣
传， 普及防火知识及疏散逃生
技能。 下一步， 西站地区将继
续固化每周集中夜查机制， 突
出对重点区域、 高危场所的常
态检查、 滚动排查、 重点抽查，
强化对微型消防站和各类防火
巡查队伍的业务指导， 确保一
旦发生火灾， 能第一时间调足
力量和装备有效处置。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摄

服务业对GDP增长贡献超过八成

五十中学将pad技术应用于
课堂、 22中的翻转课堂、 65中
的VR技术应用……记者从日前
举行的北京市2018年中小学生
学习方式系统变革研讨会上获
悉， 东城区已有20余所中小学
成为学习方式变革领域的实验
校， 研究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更好地辅助教学。

当天，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
从国家课程、 校本课程、 学科
综合课程等不同方面， 展示了
将pad技术应用于课堂的实践探
索： 高一政治课上， 学生用pad
对个税起征点是否合理进行投
票； 初一技术物理课上， “绿
色能源电动车项目” 将学生们
组装车的过程通过社交媒体发
到网上……五十中学校长张威

介绍， 课堂上引入现代信息技
术， 不是为取代传统教育， 而
是更好地辅助教学。 目前， 学
校正在建设线上教育平台， 部
分学科已将其投入教学过程 ，
像物理、 化学学科把抽象的理
科概念通过生动形象的在线交
互方式表现， 政治学科在线实
时更新时事政策等， 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课本。

据东城区教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全区已有20余所中小学作
为学习方式变革领域研究的实
验校展开多元实践探索。未来将
通过激活资源、常态应用、推进
实用技术、减轻教学负担等行动
研究，促进课堂教与学方式深刻
变革，将学习过程从“以知识为
中心”转向“以核心素养为本”。

丰台第二中 学 日 前 举 行
“培养尚品中国人” 办学实践研
讨会 ， 教育界专家汇集一堂 ，
对该校办学成果齐齐点赞。

作为北京市示范校，丰台二
中是一所集高中本部、 初中部、
附属实验小学等多校区的教育
集团，也是丰台镇教育集群龙头
校。 校长何石明介绍，尚品就是
高尚的品质， 学校近年来提出
“尚品教育” 理念， 崇尚教育本
真，重视过程，强调唤醒人生命
潜能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体格
健康、人格健全、品格高尚”的中
国人。学生社团从没有到如今拥
有上百个，开设100多门选修课。
高考一本率从60%多跃升到90%

多， 且节假日寒暑假不补课，实
现“减负提质”。

诸多专家点评时肯定了丰
台二中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
人大附中联合学校总校校长刘
彭芝曾在丰台二中执教， 她回
顾了自己当年的教学时光， 指
出该校在改革创新、 课程设置
等方面的举措反映出优质学校
的特质，学校的变化是丰台区教
育发展的缩影， 让她深受感动。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
任李奕认为，丰台二中以“培养
尚品中国人”为教育目标 ，在课
程管理、师生活动等方面提供了
实践层面的支撑，与全国教育大
会提出的方向和内涵是呼应的。

2018年12月29日，北方、北创
出租公司召开北方共产党员阳光
车队2018年年终报告会， 对2018
年车队先进队员以及在2018年
“的士征文”活动中的获奖队员进
行表彰颁奖。 北方共产党员阳光
车队2003年建队， 是扎根北方出
租党支部和北创出租党支部的基
层出租汽车驾驶员队伍。 在过去
的一年中，车队先后荣获区级、市
级和全国工人先锋号及2018年首
都十大的士英雄等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表彰先进树榜样

西站消防开展消防安全夜查

□本报记者 任洁

东城20余校开展学习方式变革实验

□本报记者 任洁

丰台二中办学实践获专家点赞

职工小发明让农林从业者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