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教委获悉， 到今
年底， 本市各级各类学校将实
现100%垃圾分类教育全覆盖。

《北京市学校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方案》 近日发布。 市教
委要求将实施垃圾分类作为开
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 全面广
泛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活
动。 市教委会同市城市管委联
合录制了8节针对大、 中、 小、
幼不同学段的垃圾分类课程，
将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垃圾分
类教育。

市教委主任刘宇辉表示 ，
北京市教育系统将建立全程管
理体系，涵盖垃圾分类投放、分
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
全链条。 教委机关和学校要先
行，发挥表率作用，从无纸化办
公、不使用一次性用品、食堂光
盘行动、 减少使用塑料袋等小
事做起。

据了解， 北京教育系统建
立了垃圾分类工作督查检查工
作机制， 各督查组和联络员入
区入校督查时将同步督查垃圾
分类工作落实情况。 市政府教

育督导室已将垃圾分类工作纳
入日常督导检查内容， 建立了
长效督导机制。 针对督查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要登记台账、严
抓整改并及时反馈。

近年来， 北京市教育系统
垃圾分类和节能减排工作开展
得有声有色。从2015年开始，市
教委结合课程改革将垃圾分类
知识纳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与科学课程、 地方课程等紧密
结合， 针对中小学生特点开展
了丰富的主题教育活动， 引导
学生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北京学校今年100%垃圾分类教育全覆盖
市教育系统将建全程管理体系 涵盖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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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为方
便市民为电动自行车上牌， 市公
安交管部门将陆续增设代办车牌
便民店， 坚持一车一证， 一码一
牌。15日，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
交管局、 市消防救援总队等联合
召开电动车规范经营提醒告诫
会，就电动自行车标准执行、登记
上牌以及销售门店消防隐患排查
等警示相关市场主体规范经营。

去年以来， 本市市场监管部

门抽检中发现不符合标准电动自
行车23组， 通过执法检查以及产
品抽检立案查处违法行为36起，
查扣非法电动三四轮车及老年代
步车108辆。

近期， 市场监管部门已启动
专项整治， 加大对电动自行车销
售环节违法信息线索的摸排。对
于问题突出的企业， 将纳入信用
管理， 并纳入北京电动自行车目
录评价要素。

本市将增设电动自行车代办上牌便民店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15
日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近日，
城市副中心东六环西侧路 （施园
街-张采路） 道路工程项目建议
书获批。项目预计今年11月通车。

据了解， 这条道路位于环球
主题公园和东六环之间， 南起施
园街，北至张采路，全长2.4公里，

采用四幅路形式，双向六车道，按
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 红线宽50
米，同步实施照明、绿化、市政管
线等工程。 东六环西侧路 （施园
街-张采路）已纳入《2019年北京
城市副中心重大工程行动计划》。
为保障环球主题公园如期投入运
营，项目已于去年4月开工建设。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从
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 第十二届
市月季文化节将于今日开幕 ，由
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 世界
花卉大观园、蔡家洼玫瑰情园、北
京国际鲜花港、北京园博园、世界
月季主题园6家单位联合承办。

世界月季主题园此次的主题
为“疫去花绽放 香约新国门”，同
时大兴特色月季小镇魏善庄将同
期开幕第三届休闲文化季； 北京
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将举办月季
主题花园网络设计大赛及造园大
赛， 选拔一批在月季应用及园林

设计方面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世
界花卉大观园将布置绿雕景观七
组，预计种植草花10万余株，新增
以月季花为主花配以草花和其他
植物摆放的4处月季小景观展示
区； 蔡家洼玫瑰情园园区内月季
竞相绽放， 游客可观赏到其自主
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
花卉； 北京国际鲜花港园区内的
月季总体展示规模为145000平方
米， 并在情人谷及其周边道路两
侧种植有迷你玫瑰14种，共计5.5
万株； 北京园博园园区内月季花
园占地面积约3.6公顷， 有光谱、

睡美人、黑玫、自由之中、飘云、金
凤凰等90余个品种4万余株。

据悉， 各园区将取消现场售
票方式， 市民游客需要在网上购
票或二维码扫码等方式进园。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上
周，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2020年区
级药品抽样检测工作启动， 预防
治疗新冠疫情的药品、 抗过敏药
被列为近期该局的抽检重点。

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来到马
驹桥中医院， 查看了库房的温湿
度记录以及中药饮片的日常维护
保养记录， 选定了出现在多个疫
情防护推荐组方中的黄芪作为此
次抽样品种。“市场监管部门对药

品的日常监管重点是药品的‘进’
‘销’‘存’，‘进’ 即药品必须从正
规供货商、正规渠道进货，‘销’即
药品的销售管理严格规范、 登记
详实准确，‘存’ 即药品的储存保
管必须严格遵守温湿度等要求。”

除了疫情预防的推荐药品，
季节性药物也是抽检重点。 据介
绍，2020年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的
药品抽检计划涉及片剂、胶囊剂、
颗粒剂、中药饮片等众多剂型。

怀怀柔柔科科学学城城首首个个科科创创加加速速平平台台揭揭牌牌
5月15日，怀柔科学城引进的首个科创加速平台———创业黑马科创

加速总部基地项目在怀柔科学城创新小镇举行揭牌仪式。未来，该平台
将依托基地建设面向全球推介怀柔科技产业发展潜力， 配套打造全球
科创产业联盟。 本报记者 崔欣 彭程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首都
最美家庭”宣讲团日前正式成立，
参与首场“云”宣讲的四户2020年
第一季度“首都最美家庭”都是在
抗疫期间“守小家卫大家”的先进
家庭代表， 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
了参与医疗救治、群防群控、复工
复产等工作的感人事迹。

“为了节省防护服，工作前2
小时我便忍着不喝水……” 刘宇
航分享了自己奋战在援鄂一线的
心路历程。她是“一线医务人员抗

疫巾帼英雄谱”人物，也是北京世
纪坛医院援鄂医疗团队里年龄最
小的一位。刘宇航说，自己要像17
年前抗击非典时的母亲一样成为
前线的战士。“17年前， 妈妈以行
动践行着自己的责任；17年中，爸
爸包揽家务支持着小家的责任；
17年后，我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
承担起了年轻人的责任。”

“我们身穿不同的战袍，为爱
逆行，也用爱逆行。”曹杰、阮征是
一对医警夫妻， 阮征主动请缨加

入北京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奋
战在抗疫前线； 丈夫曹杰作为基
层派出所的领头人， 在北京昼夜
坚守岗位，保护人民群众安全。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首
都文明办、 市妇联和市委讲师团
联合举办，主办方同时成立“最美
家庭联盟”和“礼遇最美家庭单位
联盟”， 旨在鼓励有专业特长、公
益热情的“最美家庭”组成志愿服
务队伍，面向社会、带动家庭开展
公益服务。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随着初
高三年级学生的陆续返校， 中建
一局向海淀区教委捐赠防疫口
罩，助力中小学安全复课。

据介绍， 海淀区所辖中小学
校、学生占全市1/5，涉及中、小、
幼学生34.7万余人， 防疫复课工
作压力巨大。中建一局二公司、华

北公司共同参与本次捐助活动，
捐赠防疫口罩， 用于支援海淀中
小学生复课工作。

海淀区教委相关负责人对中
建一局表示感谢，并表示，后续这
批捐赠的口罩将按需分配到辖区
内各学校， 共同保障海淀区中小
学生安全复课。

中建一局捐赠口罩助力海淀中小学复课

齐齐心心协协力力抓抓好好两两个个““关关键键小小事事””
努努力力建建设设和和谐谐宜宜居居美美丽丽家家园园

上周，在王府井步行街北
段临时展台边上，东华门街道
城管执法二队队员拿着一份
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向市民进
行讲解。东城城管按照“谁执
法、谁普法”的原则，通过摆宣
传展台、入门入户询问、检查
后厨垃圾投放等方式，全方位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普法+执
法”工作。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刘满清 摄影报道

东东城城城城管管：：““普普法法++执执法法””宣宣传传垃垃圾圾分分类类

“最美家庭”宣讲团“云”讲述抗疫故事

月季文化节今日开幕 设六大赏花展区

全市连续31天无本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17日，

北京市卫健委发布消息，5月16日
0时至24时，无新增报告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出院1例。截至5月
16日24时， 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174例，累计出院169例，在
院5例。

5月16日0时至24时， 无新增
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5月16日24
时， 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419
例，累计出院408例，在院2例，累
计死亡9例。

全市已连续31天无本地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 具体为平谷区自

有疫情以来无报告病例、 延庆区
114天、门头沟区104天、 怀柔区
100天、 顺义区98天、 密云区95
天 、 石景山区 93天 、 大兴区93
天、 房山区90天、 昌平区89天、
西城区87天、 通州区87天、 丰台
区74天、 东城区71天、 海淀区54
天、 朝阳区31天。

东六环西侧路项目预计11月通车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近
日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 顺义
区2019年度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712户， 改造任务将在今年6月15
日前全部完成。

截至5月9日 ，2019年度农村
危房改造任务竣工509户，整体竣
工率93.4% 、验收507户 ，验收率

93.1%。据了解，顺义区创新补助
方式， 北石槽镇等属地政府制定
镇级补贴方案。 顺义区住建委多
次组织监理单位讲解农村危房改
造技术标准和施工要点， 并进行
现场答疑， 同时开通危房改造工
作微信群， 加强与镇村和监理的
沟通交流。

顺义712户农村危房改造6月完成

通州市场监管局启动药品抽样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