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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市启动首批高级社工师考试报名
全国首次高级社工师考试将于今年11月16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晶） 近日，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委社
会工委市民政局联合出台 《北京
市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实施办
法》，采取“先考试、后评审”的评
价制度， 启动高级社工师评价工
作。北京地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取得社会工作师（中级）资格后从
事社会工作满5年、并符合相应业
绩条件的社工人才均可报考。

据悉， 全国首次高级社工师
考试将于今年11月16日举行，北
京地区考试网上报名时间在本月

11日至17日， 申报人可登录北京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网站人事
考试频道查看有关报名安排和要
求，并可直接在网上报名。

据了解， 社会工作人才是从
事社会福利、 社会救助、 社会慈
善、残障康复、优抚安置、医疗卫
生等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
人才。2006年，国家建立了社会工
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去年，人
社部、民政部印发《高级社会工作
师评价办法》，对各地开展高级社
工师评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为

落实国家改革精神， 本市制定出
台了 《北京市高级社会工作师评
价实施办法》，在社会工作者职业
资格中增设高级社会工作师。

对于北京地区的申报人来
说，在考试阶段，社工人才只要工
作地或户籍所在地在北京， 符合
申报条件就可以向市人事考试中
心报名， 考试达到合格标准后获
得考试成绩合格证明。据悉，全国
首次高级社工师考试工作结束
后， 本市将于明年上半年开展北
京市首次高级社工师评审工作。

【本市】03新闻２０19年 9月 11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刘芳│E—mail:ldwbyw@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今年，
丰台教师绩效工资人均提高7000
元， 并在绩效工资外设立骨干教
师专项津贴。 记者从10日举行的
丰台区教育大会上获悉， 为了让
教师安心任教， 该区将健全教师
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确保教师工
资待遇在全市保持较高水平。

据悉， 丰台区持续提高教师
地位和待遇， 多为教师办实事。
具体措施包括健全教师工资正常

增长机制， 确保教师工资待遇在
全市保持较高水平； 进一步完善
区教委和学校两级绩效工资分配
方案， 突出岗位在基础性绩效工
资结构中的权重， 向骨干教师、
班主任、 一线教学教师、 援疆援
藏教师及河西地区教师倾斜； 逐
步提高教育教学改革激励标准，
加大对承担任务重 、 改革贡献
大 、 教育成效突出的单位奖励
等。 同时， 丰台将加大教师住房

保障力度， 通过人才公租房、 共
有产权房等方式解决优秀骨干教
师住房困难。

区委书记徐贱云在会上介
绍，“十三五”以来，全区教育投入
累计超过174亿元，是“十二五”五
年的1.2倍；完成北京十二中钱学
森学校、人大附中丰台学校、丰台
二中等重大新建改扩建项目，接
收小区配套教育设施16所， 新增
幼儿园和中小学学位11000多个。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中秋假
期将于9月13日开始至15日结束，
京港地铁所辖各线客运总量预计
达517.5万人次 ， 计划开行列车
4236列次。

中秋假期，京港地铁4号线及
大兴线客运量预计达347.7万人
次，日均客运量115.9万人次，4号

线及大兴线将根据客流采用双休
时刻表组织行车， 计划全日开行
列车554列次；14号线客运量预计
达146.7万人次， 日均客运量48.9
万人次，计划全日开行列车602列
次 ；16号线北段客运量预计23.1
万人次 ， 日均客运量为7.7万人
次，计划全日开行列车256列次。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昨
天， 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证件清
华园受理点正式挂牌， 周边群众
及清华大学师生可以在清华大学
校园一区65号的受理点得到更高
效、便捷的出入境证件办理服务。

清华园受理点分为等候区 、
证件照片采集区、 证件受理区和

自助签注区等区域。据悉，这是全
市第一家开设在高校的出入境证
件受理点。 受理点主要承接中国
公民网上预约申请办理的出入境
业务，即普通护照、港澳台通行证
的首次申请、 换发申请和失效重
新申领业务及立等签注业务。申
请方式为网上申请后现场办理。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团河路 （现
状后查路———庞安路） 道路工程
项目。 该项目已列入 《促进城市
南 部 地 区 加 快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年)》， 预计今年年底
建成通车。

团河路道路工程北起现状后
查路 ， 南至庞安路以南大狼垡
村 ， 全长9.3公里 。 项目将按一
级公路标准建设， 双向四车道，
路基宽度为49.4米， 同步建设桥
涵、 绿化环保、 公路设施及预埋
管线等工程。

京港地铁中秋客运量预计517.5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昨
天从市委农工委获悉，“2019年北
京市农村实用人才优秀创业项目
评选资助暨第三届北京市农村创
业创新大赛”举行。

今年共有40名返乡下乡创业
人才报名参加此次创业创新大
赛，创客以80、90后为主，创业范
围涵盖现代种养业、乡村旅游、农
村电商及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
经过初评， 共有20个项目进入到
路演环节。路演采用“7+3”模式，
即7分钟选手演讲+3分钟评委提

问。 最终根据现场打分和实地考
察，评出10个“北京市农村实用人
才优秀创业项目”，给予资金支持
并从多方面予以创业扶持。

丰台今年将设立骨干教师专项津贴

本本市市开开查查节节令令食食品品
昨天，东城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来到东直门华润超市，对销售的

月饼等节令食品开展现场检查。此外，区市场监管局还联合第三方检测
机构，现场随机抽取了4批次的月饼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检测，一旦发
现有不合格情况，将依法对商家予以严处。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也于近
期开展了月饼专项抽检。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彭程 摄影报道

出入境证件清华园受理点挂牌

团河路道路工程预计年底通车

农村创业创新大赛吸引年轻人才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警方获悉 ，7月底以
来，市公安局牵动交通执法、城管
等部门， 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了打击整治“黑出租”专项行动。
期间，共查处“黑出租”扰序人员
930余人，交通执法、城管等部门
查扣各类“黑出租”510余辆。

行动中， 市公安局联合相关

部门，重点围绕各大旅游景点、交
通枢纽等， 市政府确定的夜经济
地区，各区确定的12345举报重点
地区进行集中查处。针对“克隆”
出租车，一经查处即按高限处罚，
没收车辆并依法处10万元顶格罚
款；针对“黑巡游”出租车，一经查
处也按高限处罚， 扣押车辆并依
法处5万元顶格罚款。

警方查扣510余辆各类“黑出租”

昨天，东城区建国门街道
外交部街社区和金宝街消防
中队共同举办主题为“辛勤园
丁 救援尖兵 中秋团圆 ”活
动，社区工作者教大家现场制
作冰皮月饼。消防人员一边制
作月饼，一边述说着工作中的
酸甜苦辣，并回忆着在家乡与
家人一起过节的情景。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中秋节将至，北京稻香村
的糕点师将月饼烤制 “转移”
到门店，让大家品尝刚出锅的
“现烤月饼”。 据糕点师介绍，
现烤月饼坯每天从稻香村生
产厂家运到店内， 早上8点左
右第一锅出炉，一直烤到晚上
闭店前，让市民体验不同的月
饼风味和中秋文化。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现烤月饼
添彩中秋

自制月饼
忆故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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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线东延、八通线南延试运行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9月10
日， 记者从市重大项目办和市轨
道公司了解到 ， 7号线东延和八
通线南延两条直接服务北京城市
副中心的线路昨起开始试运行，
计划于年底前正式开通运营。

7号线东延线路西起焦化厂
站，跨越朝阳、通州两大区域，终
点设置在环球影城站， 线路全长
16.6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设置车
站9座，分别是黄厂村站、豆各庄

站、黑庄户站、万盛南街西口站、
云景东路站、 小马庄站、 高楼金
站、施园站、环球影城站。八通线
南延北起土桥站， 终点为环球影
城站 ，全长4.5公里 ，设置施园和
环球影城2座车站，两站均可与七
号线东延实现换乘。

据市重大项目办轨道交通工
程处负责人介绍， 今年 “通车三
线段” 的任务已进入最后的冲刺
阶段 ， 今年计划开通大兴机场

线、 7号线东延、 八通线南延3条
线路。 目前 ， 大兴机场线正在
进行最后的调试， 拟于近期与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同步开通。 7
号线东延和八通线南延两条线路
昨起正式试运行， 为今年3条线
路的顺利开通运营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北京地铁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 北京地铁1号线开通运营
50年之际 ， 开通总里程将达到
699.3公里。

本市轨道交通通车总里程将达到699.3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