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北京
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
（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已经
市政府批准施行。6日，记者从《北
京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
（试行）》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规定》提到，在学校周边环境方
面，明确了在学校周边200米范围
内建立学生安全区域， 全面加强
对校园周边环境秩序监督管理。

据了解，《规定》 明确了学校
日常安全管理的规范要求， 在管
理措施上有多项突破。 在专门机
构和专职人员方面， 明确了学校
设立安全管理机构（部门），按照

规定标准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
员。 学校设立安全管理工作机构
（部门）， 统筹负责学校日常安全
管理工作， 督促落实各岗位安全
管理职责；按照师生员工总数800
人（不含）以下至少配备1名专职
安全管理干部；800人（含）以上每
增加800人至少增配1名专职安全
管理干部。

在保安力量方面， 明确提高
了学校专职保安员的配备标准。
学校按照师生员工总人数1000人
（不含） 以下至少配备6名专职保
安员，有寄宿制的学校至少配备8
名专职保安员；1000人（含）以上

每增加500人至少增配1名专职保
安员，有寄宿制的学校每增加300
人至少增配1名专职保安员。

在交通秩序方面， 明确了校
园门前100米 （校门两侧各50米）
禁止停放机动车。 校内机动车行
驶或停放须与学生活动区域物理
隔离， 如校内不具备物理隔离条
件，须禁止机动车进入校园。不得
出租出借校内场地停放校外机动
车辆， 不得利用学校用地建设对
社会开放的停车场。 小学上下学
实行小黄帽路队制和接送交接制
度， 不得将晚离学校的低年级学
生、幼儿交与无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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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记者 边磊） 新学期
伊始， 东城区天坛街道金鱼池中
区社区低保户刘宁一家， 从天坛
街道商会联合党委委员高成成手
中接过助学金连声道谢。

刘宁因身体原因， 丧失了劳
动能力，儿子晓东一向品学兼优，
为了节省家庭开支， 晓东从未参
加过任何课外辅导， 靠着勤奋自
学，在校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在新学期到来之际， 天坛街道商
会开展了“情暖天坛”慰问地区困
难学生家庭活动。 商会企业代表
以入户慰问的形式， 为困难家庭
学生送去助学金。 此次活动共向
天坛地区23个困难学生家庭表示

慰问，发放助学金共计35000元。
据了解， 天坛街道商会自成

立以来， 已连续多年为地区大病

重病家庭、 残疾人家庭、 单亲家
庭等捐款捐物， 受助对象达1500
多人。 于佳 摄

“五个一工程”北京市获奖作品表彰座谈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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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本市将
整合驻京科研院校、 医疗系统及
心理服务组织专家智力资源 ，组
建市级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人才
库。 通过搭建市级社会心理服务
供需对接平台， 方便各社会心理
服务站点为本辖区居民提供社会
心理服务需求。6日， 市委社会工
委市民政局召开社会心理服务站
建设工作会， 首批取得资质的社
区心理指导师培训师领取证书。

今年的年度任务目标是每个
区至少选择建设“一个中心，两个
站点”， 站点不低于20平方米、中
心不低于60平方米。截至目前，16
区站点建设数量和面积均已达
标， 共计17个中心，36个站点。目
前， 本市已印发全市街道社区开
展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建设的工作
方案， 制定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建
设相关规范。接下来，还将整合驻
京科研院校、 医疗系统及心理服

务组织专家智力资源， 组建市级
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人才库。 通过
搭建市级社会心理服务供需对接
平台， 方便各社会心理服务站点
根据本辖区居民社会心理服务需
求，自主对接合适的服务资源，实
现全市社会心理服务人才资源合
理调配。同时，推荐优质的社会心
理专业机构进驻站点 （中心），按
照全市统一标准提供菜单式、多
样化及个性化的心理服务。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第十
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北京市获奖作品表彰座谈会9月6
日上午在京举行。北京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杜飞进出席并讲话。
电影《流浪地球》导演郭帆、《红海
行动》主演杜江、电视剧《最美的
青春》总编剧郭靖宇等9位主创代
表先后发言。

北京市本届“五个一”的成绩

单可谓十分亮眼，10部作品获优
秀作品奖， 不仅在获奖数量上遥
遥领先， 而且也超越了往届评选
的成绩。每一部获奖作品，背后都
有创作者扎扎实实体验生活的底
子， 是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为
今年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献上的一份厚礼。

据了解， 近年来北京市坚持
重点创作、规划先行，聚焦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 现实题材、 北京题
材，制订了全门类创作五年规划，
建立舞台艺术、 影视剧和精品图
书“种子库”，每年滚动更新，确保
重要节点有精品、 重大主题不缺
位。在8月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
布的86部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播出参考剧目名单”中，京产剧
占16部， 占比位居全国第一。8月
底，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启动了31

部重点电视剧展映工作， 其中京
产剧占6部，占比全国第一。

会议要求， 首都文艺工作者
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潜心创作，
自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崇德尚
艺、引领风尚，做培根铸魂的“工
程师”、时代画卷的“雕刻师”、火
热生活的“体验师”和行业生态的
“净化师”， 努力推出更多弘扬中
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代表时代

高度的精品力作。
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

个一工程”评选，北京市共有10部
作品获优秀作品奖。它们分别是：
电影 《流浪地球》《红海行动》《周
恩来回延安》，电视剧《最美的青
春》《大江大河》，歌曲《我们都是
追梦人》《复兴的力量》， 广播剧
《中共中央在香山》，图书《北上》
和《云中记》。

“五个一”成绩单亮眼 北京10部作品获奖

本报讯 （记者 邱勇） 第七届
丰台惠民文化消费季6日在花卉
嘉年华艺术中心启动， 本届消费
季将推出六大板块80余场活动。

本届消费季创新举办具有民
族特色、 文化元素和创意理念的
文化消费市集， 上千种来自少数
民族的手工艺品， 民间艺人现场
技艺展示， 用匠心诠释民族文化

的灵与美。整合丰台区花卉资源、
集中发力， 通过北京花乡花木集
团有限公司旗下的花乡花卉嘉年
华艺术中心、花乡花卉创意园、世
界花卉大观园、 世纪奥桥园艺中
心等多点位联动， 开展花艺制作
体验、跨界文化艺术交流、植物扎
染（拓染）、花盆彩绘、 陶艺手作
体验等精彩纷呈的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5日，第
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在京
举行。北京市推荐的“为贫困地区
送去医者仁心” 的张晓艳，“为七
位老人撑起一片天” 的田琴荣获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活动中， 本市成立了由市委
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市总工会、
团市委、 市妇联组成的活动组委

会，各区、各系统积极向全市活动
组委会推荐候选人， 累计190名。
经研究评审， 确定向全国活动组
委会推荐13名候选人， 他们均来
自 “时代楷模” 北京榜样优秀群
体。下一步，市委宣传部、首都文
明办将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学习宣
传、 道德实践及关爱礼遇模范榜
样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6日 ，
“京·彩” 北京城市文化网络传播
活动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由市委
宣传部指导，市委网信办主办，各
区委网信办协办。活动聚焦“古都
韵”“红色城”“京味情”“创新力”
“幸福事”“新潮范”等主题。

据了解， 为期两个月的活动
将设置 “抖出北京范儿” 短视频

挑战赛、 “我的北京” 网络互动
游戏、 Vlog征集、 H5专题展播、
网络文化专题专栏 、 网络公开
课、 网络直播等网络文化活动。
同时通过热门景点打卡、 地标建
筑实景搭建、 探访游览等打通线
上线下， 充分发现、 挖掘市区两
级丰富的历史传承、 红色地标、
科技创新等文化资源。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昨天，
“中国地质公园”主题宣传活动开
幕式在北京世园会妫汭剧场举
行。 延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地质公园发起了设立 “地质公园
日”的倡议，并由延庆世界地质公
园的小志愿者诵读了设立 “地质
公园日”的绿色倡议书。

此次， 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命名的8处国家地质（矿山）公园
授牌。“中国地质公园” 主题宣传
活动以“地球之上的绿水青山、长
城脚下的绿色倡议”为主题，活动
期间还将举办 “地质公园保护与

发展”论坛，围绕地质遗迹资源保
护与保育研究、 地学科普宣传推
广策略、 地学旅游研究与实践成
果、 地质公园管理与人才队伍建
设等进行经验分享。

张晓艳、田琴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延庆发起设立“地质公园日”倡议

“京·彩”网络传播展示北京城市文化

丰台惠民文化消费季推80余场活动

《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试行）》施行

学校门前100米禁止停放机动车

本市将建市级社会心理服务人才库

本报讯 （记者 唐诗）上周，由
北京预防医学会、 北京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一届全
球健康北京论坛暨2019年北京流
感防控技术与策略国际研讨会召
开，“北京全球健康中心” 揭牌成
立。 该中心将全方位参与和推进
健康领域的国际化合作和全球健
康治理。

北京全球健康中心主任由北

京市疾控中心主任曾晓芃担任，
他介绍， 北京全球健康中心由北
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北京
地坛医院、北京佑安医院、北京朝
阳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急救
中心等医疗机构组成。 工作目标
为提高北京市全球健康威胁应对
能力， 保障北京市的公共卫生安
全和健康事业发展； 协助目标国
家地区应对重大健康威胁。

北京全球健康中心当前将针
对流感和流感大流行、 援助几内
亚公共卫生建设等方面深入开展
传染病防控研究合作。同时，还重
点围绕持续开展一带一路合作项
目、 积极参与国际卫生应急救援
行动、 开展国际视角下北京控烟
模式评价及后期实施途径研究 ，
向国际推广北京控烟经验等方面
开展工作。

“北京全球健康中心”揭牌成立

天坛街道困难学生家庭获商会助学金

本市增1404条“鹰眼”抓拍违停重点路段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交管局获悉， 交管
局官网公布了新增使用 “车载鹰
眼” 移动式监控设备记录违法停
车的重点路段， 北京共有1404条
路段成为使用新式设备监控违停
的重点路段。

其中，海淀区的数量最多，基

本覆盖了中关村、 西二旗地区的
主要道路。此外，大兴国际机场周
边道路也将是违停重点监控路
段。这种“鹰眼”系统虽然十分小
巧， 但可以让交警在开车巡逻过
程中扫描与识别路边的违停车
辆， 并且将这些车辆的违法信息
自动录入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