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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7日，由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 北京市民政
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共同主办的为期3天的“2019北京
公益慈善汇展” 在全国农业展览
馆拉开序幕。在“汇展”开幕式上，
发布了2019年度首都慈善奖评选
结果，并对获奖的个人、慈善组织
和爱心企业进行现场表彰。

本次发布的2019年度首都慈
善奖评选结果中有慈善个人奖20
名、爱心企业奖5个、慈善组织奖5
个。本次“汇展”是在原“北京社会
公益汇”与“北京慈善周”基础上
整合并更名而成 。“汇展 ” 分为
“展”“洽”“品”“论”4大内容板块，
有现场展览展示、互动交流、观摩
体验、资源对接等多种表现。

2019首都慈善个人、爱心企业获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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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手机、平板电脑等严禁带入课堂
本市发布“史上最强”儿童青少年防控近视“京十条”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学生个
人手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严
禁带入课堂， 带入学校的要统一
保管； 小学一二年级严禁布置书
面家庭作业， 初中生每天睡眠时
间不低于9小时……北京市十部
门11月7日联合出台《北京市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十条措施》和《北
京市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
施保障工作方案》，防控力度之大
堪称“史上最强”。

学校：切实减负 严禁挤
占体育课和大课间

本次发布的防控近视 “京十
条” 措施均为硬性任务， 易于操
作。在学校层面，要求学生个人手
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严禁带
入课堂， 带入学校的要进行统一
保管； 教师使用电子屏幕开展教

学时长累计不得超过教学总时长
的30%。

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 ，严
禁挤占体育课时和大课间。 小学
一二年级严禁布置书面家庭作
业； 中小学生在校时体育活动时
间每天不低于1小时；在正常情况
下， 幼儿园户外活动时间每天不
得少于2小时，寄宿制幼儿园不得
少于3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间不
少于1小时，中小学生在校时体育
活动时间每天不低于1小时。

严禁中小学拖堂现象， 严格
落实中小学生每天上下午各1次
眼保健操制度； 学校每学期至少
开展一次近视防控专题教育，每
学期对全体学生进行视力日常监
测不得少于2次。

切实改善学校教学环境 ，教
室照明卫生条件必须100%达标，

至少每学期集中调整一次学生课
桌椅高度等。

家长：严禁8岁以下儿童
玩电子游戏

“京十条”措施中还专门对家
长提出要求， 包括家长要以身作
则地引导孩子， 特别是学龄前儿
童合理有度地使用电子产品；严
禁8岁以下低幼年龄儿童玩电子
游戏， 孩子每天使用电子屏幕时
间不得超过1小时。幼儿园和小学
生每天睡眠不低于10小时、 初中
生不低于9小时、高中阶段学生不
低于8小时。

家长要引导孩子每天进行户
外活动或体育锻炼， 陪同或督促
孩子完成寒暑假体育作业。 家长
要引导孩子不挑食、不偏食，严格
控制高糖、高油、高盐等食品饮料

的摄入。

目标：到2030年初中生
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

方案提出， 到2023年力争实
现北京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1个
百分点以上。到2030年，实现全市
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率明显下
降， 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整体水
平显著提升，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
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
38％以下， 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
60％以下， 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
下降到70％以下， 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达标优秀率达25％以上。

与教育部等八部门的近视防
控方案相比， 北京市的方案增加
到十个部门，包括市教委、市卫生
健康委、市体育局、市财政局、市

委宣传部、 市人力社保局、 市科
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广播电
视局和市妇联， 将密切配合形成
合力， 全方位保障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工作有效落实。

会上为北京市学生视力健康
教育教师培训中心、 北京市学生
视力健康教育活动中心、 北京市
学生视力健康宣传活动中心和北
京市学生视力健康干预中心授
牌， 这些机构将开展专门的近视
防控教育和干预工作。

专家追访：
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眼

科主任王红星表示，“京十条”对
学校、 家长和学生提出了具体指
导，实操性强。预防近视的关键在
于减少近距离用眼时间， 避免眼
睛过度疲劳，多去户外参加运动。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警方获悉，自今年6月
1日起，北京警方启动了扫黑除恶
5号行动， 截至本月行动结束，共
打掉违法犯罪团伙122个，刑事拘
留1029人，核破案件328起。

行动期间， 朝阳公安分局组
织成立专班，一举打掉以任某某
为首的诈骗团伙 ，刑事拘留 30
余 人 。同 期 ，昌 平 公 安 分 局 统
筹 刑 侦 、法 制 专 业 力 量 ，成 功

打 掉 在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内
以包某某为首的强迫交易团伙，
刑拘20余人。

行动中，警方围绕“套路贷”
等新型犯罪团伙，加强与金融、工
商、税务等部门联勤联动，先后打
掉“套路贷”团伙27个，刑事拘留
160余人，核破案件30余起。针对
“黑中介”“黑作坊”“黑窝点”等违
法犯罪行为， 警方端掉团伙40余
个，刑事拘留770余人。

警方5个月打掉违法犯罪团伙122个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7日，北
京正式启动试供暖， 全市区域锅
炉房统一点火试运行，12345市民
服务热线也正式开始受理供热试
运行投诉。

市城管委供热办副主任胡荻
介绍，试供暖期间，各供热单位要
在供热试运行期间进行系统持续
热态调试， 解决系统循环不畅和
管线跑冒滴漏的问题， 确保正式

供热时居民家中采暖温度达到
18℃。供热季开始前，各供热单位
应主动、 广泛宣传本单位24小时
维修电话。试供暖开始后，居民要
密切关注家中供暖设施状况，若
家中出现暖气不热、 跑水漏水等
情况， 可直接拨打小区供热单位
服务电话报修解决。

即日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
也开始受理供热试运行投诉，“对

一般性供热问题， 最快速解决方
法是直接拨打供热企业的电话，
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或是企业态
度恶劣， 居民可拨打市区两级投
诉电话。”胡荻表示，供热试运行
期间， 各区将重点督促供热单位
按时点火试运行并保持热态运行
调试， 对正式供热后居民投诉率
居高不下的单位，除约谈曝光外，
还将纳入考核，扣减供热补贴。

北京启动试供暖 12345正式受理供热投诉

5日下午，在地铁昌平线南延06标段项目突发“火情”，微型消防队
紧急出动，并拨打119电话，一场火灾被及时扑灭。其实这是北京消防救
援总队轨道交通支队和承建单位北京市政集团四处联合举行的一场消
防演练，强化职工的消防安全技能和应急处突能力。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摄影报道

联合“灭火”演习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7日，
“一带一路” 国际科学组织联盟
（ANSO） 正式落户怀柔科学城。
当天，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国
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揭牌仪式，
并就“‘一带一路’科学组织联盟
落户怀柔科学城创业新机遇与新
发展”“促进怀柔科学城国际化发
展和国际科技合作” 等议题进行
了探讨和展望。

2018年11月4日，ANSO在北
京正式成立，这是首个在“一带一
路” 倡议框架下由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科学院、科研机构、大学和国
际组织共同发起成立的综合性、
实质性国际科技组织 。ANSO在
成立一周年之际落户怀柔科学
城， 对于怀柔科学城构建国际化
学术生态、 提高国际影响力具有
重要意义 。ANSO副主席亚历山

大·谢尔盖耶夫表示，ANSO是一
个可以将世界各地科学家汇聚到
一起的一个联盟。 它的宗旨就是
要聚集各方力量， 解决人类共同
面临的生态环境、农业、医学等等
挑战。“我们希望能够借助这里良
好的条件，借助周边研究型大学、
大科学装置等优势， 研究出相应
的科学成果， 解决人类面临的共
同挑战。”

“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落户怀柔科学城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对亮马河四环以上
段景观廊道建设工程予以资金补
助。按照计划、工程将于年底完工。

亮马河西起北护城河， 流经
使馆区后， 向东经坝河流入城市
副中心 ，全长9.3公里 ，流域面积
14.25平方公里。河流以四环路为
界，分为上、下两段。今年3月，北

京市启动对上段的改造， 也就是
亮马河景观廊道工程。 工程西起
香河园路，经三里屯、左家庄、麦
子店等街道及朝阳公园， 东至东
四环北路 ，全长5.575公里 ，整治
范围为河道两侧30-70米， 陆域
面积约64.09万平方米。本次景观
廊道建设规划四类主题水岸， 新
建慢行步道17公里。

亮马河景观廊道工程年底完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北京公
交集团12日首车起，优化442路的
中途走向， 调整后线路首末站仍
为东小营公交场站和杨闸。

东小营公交场站至杨闸方
向：由东小营公交场站发出，经运
河东大街至东夏园路口， 改行通
济路、兆善大街、清风路、运河东
大街至地铁郝家府站，再沿442路
原路由至杨闸。增设“东夏园路口
北”“北刘村”“胡各庄新村”“胡各
庄新村西”站，取消“地铁东夏园”
站。杨闸至东小营方向：由杨闸发
出，沿442路原路由至地铁郝家府

站，改行临镜路、兆善大街、通济
路至东夏园路口， 向东经运河东
大街至东小营公交场站。增设“辛
安屯村”“胡各庄新村西”“胡各庄
新村”“北刘村”“东夏园路口东”
站，取消“地铁东夏园”站。

442路12日调整优化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