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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汽车从新疆和田地区市区出
发， 大概行驶一个半小时， 茫茫
戈壁滩中， 突然冒出一座城市，
这就是和田地区昆玉市。

昆玉市地处昆仑山北麓， 塔
里木盆地西南部， 2016年2月26
日挂牌成立。 1月8日， 记者走进
昆玉市224团中学， 在高中部教
学楼前 ， “昆厚其里 ， 玉润其
表” 八个大字格外耀眼。 当天正
是高三学生期末考试的日子， 学
生们把书本从教室挪到走廊里，
在教室里认真考试。

“我3岁就来新疆了， 爸妈
在这里种枣， 当时学校只有一栋
楼房 ， 如今学校什么设施都有
了， 图书馆和运动场都很大， 父
母也很放心我在这里上学了。 我
的理想是考上南京大学。” 在楼
道里， 刚刚考完的高三学生杨柯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当天， 学校还设有一个诚信

考场 ， 学生们可以申请诚信考
试， 全场无监考老师。

走进图书馆， 一排排书架整
齐地排列， 一些学生正在选借图
书。 高一学生何金凤和几名同学
正在借书： “高中部是北京援建
的， 食堂也是北京援建的， 每顿
都有四菜一汤， 顿顿有羊肉。”

高三数学老师唐梅来自北京
西城区回民学校， 2017年8月来
该校援疆一年后， 又申请了再援
两年。 “家里孩子正上初中， 也
比较支持我的工作。 我们北京来
的援疆教师有10名， 学校相当重
视， 安排了5人教高三进行重点
突破。” 唐梅说。

在唐梅的眼里， “这里的孩
子们都很淳朴， 很多孩子没有出
过新疆， 不知道高铁是什么样 ，
也不知道大海什么样， 我鼓励他
们考出去， 去见见外面的世界，
然后再回来好好建设家乡。” 唐

梅告诉记者 ， 这里的学生很懂
事， 他们放学回家后要做饭， 要
照顾家里的弟弟妹妹。

李婧是来自北京朝阳日坛实
验学校的教师，2017年8月过来后
一直带高中实验班。 一年的援疆
结束后， 她也申请了再次两年援
疆。 “孩子们非常尊重老师，在楼
道里见到老师都自觉招呼。 很多
时候，孩子们把家里的核桃包好，
偷偷放在我抽屉里，一问，谁都不
说，大家只是偷偷笑。 ”

北京市昌平区昌平实验中学
化学教师韩雪宁是第二次援疆，
教高三化学 。 “在一次晚自习
中， 突然停电， 当我看到学生们
在停电后迅速点燃蜡烛， 继续看
书写作业的场景后， 我被深深地
震撼了。 我第一时间拍下了这个
场景 ， 发给了北京的学生 、 老
师， 让他们也感同身受， 来体会
新疆孩子对知识的渴求。” 韩雪
宁说。

224团中学被当地誉为戈壁
大漠中的希望中学， 每年都会有
北京的老师到这里支教。 目前 ，
224团中学全校2900人学生 ， 含
援疆教师共有240人 。 据介绍 ，
在援疆教师的帮助下， 224团中
学2018届高考成绩本科合计上线
人数76人， 本科上线率68%， 较
2017年提高28.5个百分点。 一本
上线率21%， 较2017年提升了14
个 百 分 点 ； 全 校 专 科 上 线 率
100%。 其中 ， 吴阳珍更是勇夺
和田地区文科状元。

垂杨柳医院、 小关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 首开寸草学知园
老年公寓……在朝阳区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
开前， 今年， 朝阳区创新 “订
单式” 人大代表视察形式， 对
养老、 教育、 环境整治等14个
主题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视察 ，
便于代表把更有针对性的意见
建议带上 “两会”。 2018年， 本
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以来提出并
交区有关部门办理的 237件建
议， 已经全部办复。

人大代表可自选主题
预定点位

“订单式视察是朝阳区人
大代表发挥作用的创新， 代表
自选、 订单式的小规模、 多批
次视察， 不但选题面广、 针对
性强、 重点突出， 还有利于代
表更好地了解区情， 提出高质
量的意见建议。” 朝阳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常树奇介绍， 本次
会议前， 围绕疏解整治促提升、
产业转型升级、 环境整治及保
护 、 养老 、 教育等14个主题 ，
广大人大代表根据自选主题 ，
分批次前往24个点位， 进行历
时一个月的会前集中视察活动。
在聚焦 “扩学位、 增普惠” 主
题调研中， 区人大常委会成立
了议题调研组， 选取学前教育
资源最为紧缺和相对紧缺的6个
街乡的10家幼儿园深度走访调
研 ， 访谈50多位园长 、 教师 、
家长， 系统收集意见、 建议和
瓶颈问题 。 同时 ， 从区教委 、
区卫计委、 区住建委等部门收
集数据， 对朝阳区学前教育发
展的状况等做出系统分析。

最终，从增强学位与需求匹
配性、扩大学位供给、提升普惠
比例、 提高教师素质等方面，区
人大常委会提出有针对性的审
议意见，推动构建朝阳普惠多元
的学前教育发展新格局。

推进 “两环六楔、 五
河十园” 建设

2018年， 本届朝阳区人大
确立了 “加大绿化建设力度 ，
构建绿色空间体系， 推动大尺

度生态环境示范区建设” 的议
案。 区人大代表视察了十八里
店乡小武基公园、 长安街及其
延长线环境提升项目、 将府公
园四期 、 朝来森林公园三期 、
常营公园和五里桥公园等建设
情况， 现场召开座谈会。 区人
大常委会听取了议案办理情况
的汇报和委员代表的意见建议，
制定了议案督办方案、 分解了
任务清单、 组建议案调研课题
组 ， 组织委员代表开展5次调
研、 2次视察活动， 参与代表累
计达100余人次。 目前， 朝阳区
建成大中小微型公园25个 ， 对
10个老旧小区开展绿化改造 ，
五环路两侧新增绿地333亩， 整
体绿化面积达6000亩 ； 新一轮
百万亩平原造林任务已完成
15711亩， “两环六楔、 五河十
园” 的绿色空间体系初步显现。

代表工作室接待选民
1.2万人次

近两年， 代表集中联系选
民月、 代表双月座谈会、 常委
会主任走访委员、 常委会委员
联系街乡和代表、 网上代表工
作室等长效机制， 成为朝阳区
人大常委会与代表、 街乡和选
民的 “连心桥”， 实现了联系代
表和群众的常态化。 截至目前，
朝阳区开通了227个选区网上代
表工作室， 与实体工作室实现
“双轨并行”， 让代表真正成为
选民的 “身边人”。

2018年，完善代表工作室网
上平台管理制度 ， 接待选民
12026人次， 征集意见建议2648
条次，其中网上代表工作室收到
选民留言580余条。常树奇表示，
2019年，将深化代表联系群众机
制，完善平台建设，健全工作制
度，促使代表工作室和网上工作
室在服务保障代表联系选民方
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深化闭
会期间活动机制，实现“代表联
系选民月”“双月”代表座谈会等
活动机制常态化，注重发挥街乡
人大工作机构作用，为代表履职
提供更加完善的保障。深化代表
建议督办机制，进一步规范加强
建议办理工作，促进一批难点问
题的解决。

□本报记者 孙艳

全年办复237件建议解群众难题

北京援疆实地踏访之五

昨天上午， 记者从北京高院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18年全
市法院新收执行案件216393件 ，
办结217483件， 执行到位标的金
额886.83亿元。 其中， 涉民生案
件2.79万件， 执行到位金额10.8
亿元。

在判决裁定生效之后， 有义
务的当事人不主动履行法定义
务， 比如有人欠钱不还， 即使法
院判其还钱依然四处躲避， 拒绝
偿还债务； 还有人占用他人房产
不肯腾房； 肇事者不肯赔偿受害
者……总之， 碰上这样的人， 经
过权利人的申请， 法院就要启动
强制执行程序， 对失信被执行人
进行惩戒， 要求其履行义务。

“找人查物”是执行工作的重
要内容。据了解，法院系统与多个
部门完成了网络查控对接， 实现
对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车辆、船
舶、证券，以及身份证、出入境证
照、工商登记、人民币结算账户等
信息的查询。 北京高院执行局局
长杨越介绍，2016年以来，网络查
控系统为68.02万案件提供查询
冻结服务，冻结资金135.72亿元，
查询到房产土地34.4万处、 车辆

207.64万辆、 证券133.73亿股、互
联网银行存款5.21亿元。

同时， 失信被执行人如拒不
执行生效判决、裁定，还会被“限
制高消费”，甚至被罚款、拘留。杨
越介绍，2018年全市法院罚款123
人次 ，金额639.8万元 ，拘留1445
人次，限制出入境3047人次，对被
执 行 人 采 取 限 制 高 消 费 措 施
194801人次， 因涉嫌拒执罪公诉
74人、自诉25人、判刑19人。 2016
至2018年， 全市法院累计公布失
信被执行人信息23万余例， 限制
67万人次购买飞机票， 限制10.6
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 其中，3.3
万名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
压力自动履行了义务。

另外，杨越表示，北京法院还
加大了财产处置力度， 截至2018
年12月31日， 北京法院网拍历史
成交额达337.4亿元，累计节省佣
金6.7亿元，其中2018年全年成交
额149.6亿元，同比上升13.6%。 为
了推动执行流程， 让申请执行人
尽快拿到案款， 北京法院系统与
第三方网拍平台合作开发的大数
据评估系统得以迅速推广，最快1
分钟出具免费询价报告。 此系统

已评估各类财产160余件，累计为
当事人节省评估费用285万余元。

同时， 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
工作稳步开展 ，2018年共处置四
期189辆 ， 成交金额共计4290万
元， 同比分别增长125%和128%。
2018年4月，北京正式限制失信被
执行人参加京牌小客车指标配
置，目前已限制2.2万人参加小客
车指标摇号。

杨越介绍， 北京法院重视提
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保障涉
民生案件的 “绿色通道”。

2018年， 全市法院执结涉民
生案件2.79万件， 执行到位金额
10.8亿元， 开展集中执行活动54
次， 将1.17万元被执行人依法纳
入失信名单。 东城法院遵循涉民
生案件 “三优先” 原则， 连续7
年举行涉民生案件执行案款发还
活动； 朝阳法院在执行北京某
咨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中充
分发挥执行保全和律师和解作
用， 立案当日即为工人拿回60余
万元工资款； 房山法院对一起交
通肇事终本执行案件坚持后续财
产调查20年， 终于为申请人执行
回了全部20万元赔偿款。

□本报记者 李婧

北京法院去年执行到账886亿元
涉民生案件金额10亿元

朝阳创新 “订单式” 人大代表视察形式

1月9日， 北京市普仁医院
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化
德县医院联合举办网络远程医
学继续教育培训， 通过远程教
学、 会诊协作平台进行共享直
播， 来自双方医院的200余名医
务人员在京蒙两地同时参加了
培训。

普仁医院副院长孙桂梅和
化德县医院副院长刘贵祥分别
代表双方医院发言， 阐明了建
立远程医学会诊协作平台的重
要意义。 普仁医院放射科主任
侯青以 《肺部小结节的影像诊
断》 为题就有关肺部小结节影
像学诊断知识进行了讲解， 培
训现场的医务人员和千里之外
的化德县医院同仁共同聆听了
授课。 至此， “北京市普仁医
院———内蒙古化德县医院远程
教学 、 会诊平台 ” 正式启动 ，

也拉开了2019京蒙对口精准健
康扶贫工作的序幕。

普仁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的思维模
式下，依托普仁医院及化德县医
院现有的设备，通过“云理念”搭
建起这样的一站式远程教学、会
诊平台，实现了北京市普仁医院
与化德县医疗同行的知识共享，
基层医师可免费接受高水平的
远程医学教育培训。

今后，普仁医院还将继续同
化德县医院持续深入推进远程
教学、会诊工作，使当地百姓在
家门口便能享受到千里之外的
诊断和治疗。化德县医院的医务
人员及乡镇卫生院的村医不仅
可以享受到普仁医院专家提供
的定期疑难危重病例会诊及业
务培训，未来还将有机会获得国
内知名医院专家的团队指导。

□本报记者 边磊

援疆老师助当地学校提高升学率

网上千里送医惠及化德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