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昨天从市教委获悉， 本
市优质资源覆盖面不断扩大 。
2019年， 本市新增100所集团化
办学覆盖学校 ， 涉及朝阳 、 昌
平、 顺义、 怀柔、 大兴、 平谷、
密云、 房山、 门头沟等9个区。

建校6年夺得多个国家
级比赛金奖银牌

建校六年就夺得多个国家
级、 国际级比赛的金奖银牌， 学
生的事迹登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官网， 创造了教育界的 “北京速
度 ” 。 在上周五市教委举行的
“北京市全面提升义务教育质量”
集体采访活动中， 位于朝阳区的
北京中学展示了办学特色。

北京中学现有西坝河和东坝
两个校区， 独特的课程设置， 是
该校个性化教育的独特体现。 校
长夏青峰介绍， 自2013年9月成
立以来 ， 该校逐渐形成学院系
列、 阅历系列、 服务系列、 健身
系列与雅趣系列的校本课程体
系， 建立基础课程、 拓展课程与
潜能课程相融合的立体化课程结
构， 引导学生在志趣中学习。

在 “学院系列” 课程中， 有
孩子喜欢写诗， 学校就想办法举
办诗歌会， 激励他们持续地写下
去； 有孩子喜欢科学， 学校就买
来仪器设备， 引进各种资源， 让
他们开展研究 ； 有孩子喜欢观
鸟， 学校就配上高倍望远镜， 带
着孩子们四处观鸟……

虽然校龄不长， 但该校的学
生 “战绩” 突出： 环保事迹登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的主页 ；
获得过世界海模锦标赛银牌 、
“希望中国” 中英双语文化达人
选拔赛全国总决赛金奖、 第十三
届中国国际合唱节银奖； 科技比
赛获得金奖并取得在哈佛大学实
验室跟教授免费体验一周的3个
名额； 七年级学生参加全国第八
届数理化解题能力大赛， 高出北
京赛区平均分22分。

2020年朝阳区实现优
质资源100%覆盖率

作为教育大区， 朝阳区的发
展模式是本市义务教育质量全面

提升的一个缩影。 面对本区总量
大、 类型多、 底子薄、 传统名校
相对较少、 校际发展不够均衡等
特点， 朝阳区构建板块式布局、
集团化办学、 学区制管理的发展
模式， 通过整体并入、 集团化办
学、 高校联合等措施， 打造更多
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

2019年， 朝阳区有60余所中
小学实现转型升级， 进一步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实现了每
一所学校都有市区级骨干教师，
全区公办学校免试就近入学比例
达到100%。

朝阳区教委副主任孙迅透
露， 朝阳区义务教育优质资源覆
盖率已达到98%， 力争在2020年
实 现 优 质 资 源 覆 盖 率 100%的

目标。

2/3以上中小学校纳入
学区制管理

2019年， 本市进一步发挥优
质教育资源的引领辐射作用， 优
化中小学集团化办学布局， 集团
覆盖学校新增100所 ， 让更多孩
子享受到优质基础教育， 该项工
作纳入市政府民生实事。

截至目前， 全市有各类教育
集团158个 ， 学区131个 ， 2/3以
上中小学校纳入学区制管理。 城
乡学校一体化发展项目共支持全
市一般学校近百所。 高校、 教科
研部门、 民办教育机构支持200
余所学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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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时期首都建设的精
品力作， 距离国家会议中心二期
交付北京冬奥组委还有590天 。”
近日， 记者走进国家会议中心二
期建设工地， 进门醒目的位置向
所有建设者提示着项目目标和交
付工期。 记者从现场获悉， 国家
会议中心二期主体结构施工目前
已全面冲出正负零， 正式迈入地
上施工阶段， 将于2021年7月部
分交付冬奥组委使用， 保障2022
年服务于北京冬奥会。

据了解，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
项目建筑规模约为77万平方米，
主体建筑为会展中心， 配套建筑

包括酒店、 写字楼及商业。 建成
后将与现国家会议中心连为一
体， 形成总规模近140万平方米
的会展综合体。

“项目主体建筑长460米， 宽
150米， 高45米， 地上三层， 地
下二层。 由法国著名建筑大师、
普利兹克奖得主包赞巴克主持设
计。” 据北辰会展投资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秦中介绍， 项目在设计
中充分考虑了国务政务活动的特
点， 着重解决中外方贵宾的参会
流线和主要活动空间的特殊需
求。 超大迎宾厅、 无柱主会场、
空中花园、 峰会厅、 午宴厅及各

种多功能厅室 ， 将为国务政务
活动和高端会议提供独特的会
议 会 展新场景 、 新体验 ， 最大
限度地提升国际交往设施服务
能力。

建成后的国家会议中心二
期，建筑造型似鲲鹏展翅，飘逸轻
盈，舒展大气，立面简洁而又富于
变化，庄重中不失亲切。东立面的
挑檐传递出中国传统建筑的神
韵，以“反宇向天”的意向，表现出
大国的威仪礼乐和当代中国的透
明开放。 上直下曲的屋面形成优
雅的线条， 与国家会议中心一期
遥相呼应，和而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 国家会议中
心二期项目还将作为2022年北京
冬奥会主新闻中心 （MPC） 和
国际广播中心 （IBC）， 向全世
界的媒体朋友开放。 因此， 项目
设计方案中充分考虑了冬奥会使
用需求， 结合赛时、 赛后不同功
能， 力争用最小的改造代价实现
赛后改造， 充分体现奥运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

据悉， 冬奥会后， 该项目将
继续施工， 计划于2023年12月正
式投入使用。 最终， 国家会议中
心二期将呈现出一个经得起时代
和历史检验的 “新时期首都建设
的精品力作”。

北京新增百所集团化办学覆盖校
□本报记者 任洁

□本报记者 王路曼/文 孙妍/摄

高速建设保障服务北京冬奥会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刘蕊 陈雪 文/摄

11月29日， 北京公交集团
客二分公司312路运营车队的冬
季安全行车大讲堂如期开课 ，
来自车队安全专业的管理人员
正在为公交驾驶员师傅们上冬
季安全行车课。

据了解， 随着冷空气到来，
气温逐渐变冷， 北京公交冬运
工作也将要面临极端天气及雪
天考验， 312路运营车队为了给
职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休息
环境， 以心灵驿站为依托， 开
展各项活动， 助力车队冬运各
项工作。

在心灵驿站，车队工会最近

增设了冬季安全行车大讲堂等
课程，并准备了热豆奶和秋梨膏
水。公交驾驶员师傅们在工作间
隙，都可以来到心灵驿站，在喝
上一杯暖暖热豆奶的同时，上一
堂车队为驾驶员精心准备的“如
何保证雪天安全行车”“冰点以
下车辆如何正确启动”等问题的
冬季安全行车课程，这一举措尤
其受到新司机的青睐。 此外，为
了随时关注保障驾驶员的身体
健康， 心灵驿站还配置了血压
仪，驾驶员师傅们可以随时监测
一下自己的血压，掌握自己的身
体状态。

心灵驿站助力公交车队安全冬运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迈入地上施工阶段

在 “12·4” 国家宪法日即
将到来之际， 史家胡同小学的
30名小学生和5名家长代表11月
30日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 参
加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
局和该校联合开展的宪法日活
动， 加深对宪法和税收的理解。

此次活动以 “减税降费惠
民生 税收普法在身边 ” 为主
题。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高级检察官赵永红博士为学
生们带来了一堂 “遵守宪法 维
护宪法 做新时代守法小公民 ”
的宪法课， 并带着所有学生进
行庄严郑重的宪法宣誓和承诺。

随后， 学生们观看了减税
降费公益广告， 对今年国家出

台的税收优惠政策有了直观感
受； 来自少年税校的老师则就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 和
“减税降费 利国利民 ” 两个主
题和学生们进行了互动。

课后， 在税务干部的带领
下， 学生们参观了 “中国税收
历史陈列” 和 “中国当代税收
历史陈列” 两个展厅， 进一步
认识税收对国家发展、 人民生
活的重要作用， 以及诚信纳税
的光荣责任。

学生们纷纷表示 ， 要把此
次学到的宪法和税收知识向
周围的同学和家长普及， 当好
宪法 “小卫士”， 做好税收 “小
喇叭”。

近日， 是石景山区以 “普法
宣传进社区·文明出行保平安 ”
为主题， 组织全区各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 社区实践站， 集中开展
了 “文明养犬 从我做起 ” “宪
法教育大课堂” 等多项法制宣传
活动。

本次实践活动是将 “新时代
文明实践推动日” 与 “12·4” 国
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有机结合，
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专业
部 门 精 准 对 接 ， 以 实 践 中 心

（所、 站） 为平台架设起党和群
众新的沟通桥梁 ， 让实践中心
“搭台”， 基层群众 “唱戏”。 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还积极统筹
各部门力量， 让广大群众在喜闻
乐见、 有趣有味中传播正能量，
成为真正的受益者。

苹果园街道苹二社区开展了
以 “弘扬宪法精神， 推进依法治
国” 为主题的宪法宣传活动， 现
场为居民发放普法宣传资料， 解
答相关问题。 老山街道京源路社

区党委组织党员 、 社区 “老街
坊”、 志愿者结合 “12·4” 国家
宪法日宪法宣传周活动， 共同组
织开展法律宣传进社区活动 。
通过宪法知识竞答活动， 解决社
区 群 众 法 治 需 求 和 关 注 的 热
点 问 题 。 同时 ， 金顶街街道赵
山社区集中开展 “普法宣传进社
区 文明出行保平安 ” 宣 传 活
动 ， 现场由社区工作人员向居
民发放 《宪法》 手册， 并做出详
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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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诗

石景山区启动国家宪法日宣传周活动

□本报记者 任洁

小学生税务博物馆里迎接宪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