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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北京高校思政课教师有了“教学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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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管：“延期办”“容缺办”31日停止执行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北

京市交管部门疫情防控期间推出
的 “延期办” “容缺办” 政策将
于10月31日停止执行， 机动车驾
驶人、 所有人需按规定时限及时
换证、 审验和验车。

自11月1日起， 对于车辆逾
期未检验的 ， 不再延长检验期
限； 连续3个检验周期未取得检

验合格标志的， 不再延长报废期
限； 对于驾驶证逾期未换证、 未
审验， 未按规定提交身体条件证
明等情形的， 不再延长换证、 审
验期限。

11月1日起， 申请驾驶证的
学员应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
完成全部科目考试。 北京交管部
门再次特别提示， 11月1日以后，

对于逾期未换证、 逾期未体检、
逾期未检验等原因， 导致驾驶证
或机动车可能被注销的， 交管部
门将不再延长注销期限。

北京交管部门在路面发现车
辆存在逾期未检验、 车辆达到报
废状态等情形的， 驾驶人存在逾
期未换证、逾期未审验等情形的，
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2020年
北京高校新上岗思政课教师培训
结业暨拜师宣誓仪式日前在市委
党校三分校举办。110余名北京高
校新上岗思政课教师被授予上岗
资格， 并庄严宣誓。4位新上岗思
政课教师代表向成长导师行拜师
礼。 当日，《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教学档案》正式发布。

今年起， 北京市将全面实施
“思政课质量保障工程”， 正式建
立思政课教学“一师一档”和个性

化诊断制度。 市委教育工委将为
每位青年思政课教师统一配发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教学档案》，档案包含“教学诊断”
“成长足迹”“教学感悟” 等内容，
通过定期组织校领导、教学名师、
教学督导员、 学生代表对课程进
行听课诊断， 进行全过程教学质
量监测， 帮助教师不断提升教学
水平和育人能力。 市委教育工委
近期将制定印发专门文件， 全面
推进“一师一档”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23
日， 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
办的 “礼赞伟大祖国，抒写科技
担当”———第二十一届北京青年
学术演讲比赛举行决赛 。 据了
解 ， 此次决赛采取线下结合网
上直播的方式， 线上累计观看近
180万人次。

经过初赛、 复赛， 最终18位

选手从400余名参赛选手中脱颖
而出进入决赛。 演讲内容涵盖能
源、 材料、 医学、 建筑学、 心理
学等多个学科， 其中不乏抗击疫
情、 老城改造等热点话题， 围绕
科技创新、 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前
沿科研成果， 在演讲过程中展现
出新时代首都青年科技工作者攻
坚克难、 创新争先的精神风貌。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近日，
“智汇行动”创新大赛中关村街道
分赛场路演活动举办。 参加本次
路演的项目将被同步纳入“CAS”
概念验证计划， 符合条件者可享
受相关支持。

本次活动作为“智汇海淀”人
才主题周的系列活动之一， 由中
国科学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中关村街道主办。路演活动以
早期概念验证项目挖掘为核心，
涵盖了医疗、汽车、工程技术、化
学等多个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旨
在助力科技成果走出“高墙”推向
市场， 并充分释放人才活力。会
上， 中关村街道还与中科院北京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总部基地中科
智汇工场完成了合作签约。

“智汇行动”创新大赛路演活动举办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启动
5000余家用人单位将提供超5万个就业岗位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教
委、 市国资委和市工商联等部门
联合举办 “2021年北京地区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将一直
持续至12月31日。期间，全市人力
社保部门和教育部门将举办招聘
会和就业创业指导活动230余场。

北京城建集团、 北京国管中
心、中关村发展集团、亦庄控股、
未来科学城等大量国有企事业单
位、民营企业积极参与，预计将有
50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超5万个

就业岗位。启动当天，同步开展了
清华大学现场招聘会和大型网络
招聘会，后续还将与北航、北理、
人大等高校合作， 开展线下校园
专场，同时结合不同专业、学历、
院校毕业生实际需求， 开展更具
行业化、特色化的线上招聘会，确
保 “日日有活动”“月月有特色”，
为首都发展吸纳大学生人才。

本次活动利用“集成化”供需
平台， 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服务。
“京尤码·北京毕业生就业创业服
务平台” 作为此次服务季活动的

主阵地， 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可以
通过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
站 （http://fuwu.rsj.beijing.gov.cn/
bjdkhy/bysjycy/） 和 “北京人社”
APP登录。服务季活动期间，还将
邀请知名企业，通过抖音、高校直
播平台等开展“空中宣讲”和“直
播带岗”活动，更直观、生动地呈
现企业文化和招聘需求。

此次服务季活动最大亮点是
实现无纸化招聘。在招聘会现场，
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以通过互扫
“京尤码”实现“一键”对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陆续启动住房限购政策执
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住房租
赁合同备案等三个专项检查。

据了解， 市住建委组织各区
于9月至12月对全市房地产开发
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执行限购
政策情况，开展为期4个月的专项
检查。 检查重点包括从业人员限
购政策培训及掌握情况， 购房资

格核验材料留存情况， 购房资格
核验信息填报情况， 是否存在诱
导、教唆、协助购房人骗取购房资
格行为等。

市住建委会同中国人民银行
营业管理部、 北京银保监局组织
各区职能部门于10月至12月在全
市开展预售资金监管专项检查。
重点围绕开发企业预售资金收存
和支取、使用及时性和合规性，监

管银行入账监督和出账审核，以
及购房人贷款资金是否按规定发
放至专用账户等情况开展检查。

市住建委联合市公安局组织
各区， 于10月至12月开展住房出
租登记与租赁合同备案专项执
法。 检查重点包括住房租赁中介
机构是否及时办理出租登记与合
同备案， 登记备案信息是否真实
准确，房源发布信息是否属实等。

北京启动房地产市场秩序三类专项检查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平谷区
近日举行文化休闲阅读节启动仪
式，开启“书香平谷·休闲阅读”系
列活动。 启动仪式采取线上直播
发布的形式，在“2020北京·平谷
世界休闲大会” 官方微博平台进
行实时直播。

本届文化休闲阅读节是2020
北京·平谷世界休闲大会测试期

重点活动之一 ， 联合喜马拉雅
APP，在今年10月至11月期间，举
办一系列以“读书”“休闲”“朗读”
“分享”为活动主线的线上阅读活
动。除线上活动外，2020年10月至
2021年4月活动期间，将联合平谷
区图书馆等举办线下 “有声图书
馆”，开设“书香平谷”主题书籍展
示区，推广休闲文化阅读。

１０月２５日是重阳节， 北京颐
和园举办了一场华服赏乐国风盛
宴。听鹂馆内伴随着古风歌曲，一
批身着华美汉服的少女向游客展
示着传统服饰所蕴含的国风之
雅，廓如亭周边，汉服爱好者自发
组织了汉服游园与古典舞蹈，为
游客带来一次特殊的国风文化体
验。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传
承世园遗产 永续绿色发展”北京
世园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于10月
22日在延庆举办。据悉，北京世园
公园今年已迎客40万人次， 将对
标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今年复开园以来世园公园举
办各类活动160余场。今后，将突
出 “文化+科技”“文化+旅游”等
主题，打造文化消费新地标；挖掘
世园文化内涵，推出“世园礼物”
系列文创产品； 建设集创作、表
演、录制、发行、消费体验等功能

于一体的音乐产业园。下一步，将
对标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
线上数字化景区， 引入成熟大型
演艺秀IP和“夜世园”系列产品。

北京世园公园将创建4A级旅游景区

“书香平谷·休闲阅读”系列活动开启

青年学术演讲赛聚焦科技创新成果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者
昨天从通州区台湖镇获悉， 台湖
万亩游憩园 （四期） 即将开门迎
客， 面积相当于260个标准足球
场， 可满足通州新城南部居民的
休闲、健身、游憩需要。

据介绍， 台湖万亩游憩园采
用“全域景观化、集群式布局”的
方式，以森林演艺区为核心，向周
边辐射形成多个主题功能区，构
成 “一心一带十景区” 的空间结

构 ， 建成后整体规模将达到约
26000亩，新植树种86种，乔灌木
约35万株。目前，万亩游憩园公园
的总体框架已经形成， 条条不同
宽度的园路巧妙连接， 老百姓一
出门就进公园， 村村都被森林绿
茵所环抱。

未来，通州将再增一处集“大
尺度森林、创意文化、森林演艺、
村园共融、健身廊道”五大景观特
色为一体的大型郊野休闲公园。

台湖万亩游憩园四期将开门迎客

10月25日是重阳节。 今年护
国寺小吃总店寿桃继续走俏，据
介绍，今年寿桃、九层塔花糕销量
略高于往年。此外，峨嵋酒家、柳
泉居等老字号也为重阳节来就餐
的老年顾客免费送上重阳糕，分
享节日的快乐。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考生须提供核酸检测证明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昨

天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获悉 ，2020
年下半年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笔试将于10月31日举行，所
有考生须提供考前7日内新冠肺
炎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检测
采样时间不早于10月25日（含）。

北京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 在北京疫情防控常态化
的形势下，首都高校实行“相对封
闭管理”，进行核酸检测是为保障
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由于核酸检测结
果在24小时后方可查询， 因此所
有人员接受检测的时间应不晚于
29日。本次考试共设55个考点，分

布在53所高校， 这些高校的在校
生可参加校内核酸检测， 也可以
自行到校外指定的免费检测点检
测。 本校未设考点的高校在校生
和其他社会人员， 要在10月25日
至29日期间， 持本人身份证和准
考证自行前往指定检测机构进行
免费核酸检测。

华服赏乐贺重阳

寿桃花糕俏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