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工作日早晚高峰车流量增大

昌平22个镇街31个疫苗接种点全面开放

市教委：中小学应统一集中保管学生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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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版”中小学校手机管理要求出台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昨
天从市教委获悉，在《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
作的通知》的基础上，市教委出台
“北京版” 中小学校手机管理要
求， 各区和学校要合理设置校内
统一集中保管学生手机的必要设
施设备，并结合实际设立方便、及

时的家校联络渠道， 便于家长联
系学校，保证家校应急联络。

根据市教委要求， 各区和学
校要严格贯彻落实《通知》精神，
细化各项工作要求， 将手机纳入
学校日常管理， 因地因校制宜研
制切实可行的校内学生手机管理
制度。 明确手机保管的工作制度

和规范，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避免手机丢失或损坏。

各区和学校对手机的管理强
调疏堵结合， 要教育引导学生在
学习和生活中正确看待， 合理适
度使用各类智能电子设备， 提升
文明使用网络的素养， 通过学生
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 加强心理

疏导， 让学生真正意识到过度使
用手机的危害， 自觉形成对管理
措施的认同；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
作用， 不断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
能力。

同时， 各区和学校要做好家
校协同， 通过多种途径面向家长
宣传解释， 争取家长的理解和支

持；引导家长以身作则，在正确使
用手机方面为孩子树立榜样，加
强对学生在家庭中使用手机的督
促管理，形成教育合力。

各区要加强对学校工作的指
导， 将学校手机管理纳入日常监
管，加强工作检查，建立通报整改
制度，确保工作落实。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21日从北京市交管局获悉， 预计
本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二、
三、四环，东、西、北五环，东六环，
菜户营南路、建外大街、通惠河北
路、西直门北大街、万泉河路、莲
石东路、 莲花池西路等道路将出
现车行缓慢的情况， 早高峰京良
路西向东方向、 晚高峰丰体南路

东向西方向车流也较为集中。
高速公路方面，京藏高速、京

承高速、京通快速、京港澳高速、
机场高速等将出现早进京、 晚出
京的潮汐车流。 周五适逢元宵佳
节，部分单位提前下班，晚高峰有
所提前，交通压力也将尤为突出。

3月1日， 全市中小学开学，2
月27日、28日返校，各中小学周边

将出现短时车流集中情况， 周末
出行时应及时关注实时路况，尽
量避开一零一中学、北京八中、回
民学校等学校周边。

预计工作日上午时段， 儿童
医院、安贞医院、北医三院、中日
友好医院、朝阳医院、北京医院等
周边交通压力较大， 车多时间为
工作日早间至上午的7时—11时。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21日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 今年
在京过年人数比往年增多700余
万人。 面对“就地过年”带来的安
保工作新形势新任务， 北京市公
安局5万余名民警在岗在位，并组
织发动80余万名群防群治力量，
保持了首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据悉， 除夕至初六春节假期
期间，北京市接报110刑事、治安
类警情同比实现双下降。 针对今

年零售点减少、禁放区域扩大、购
买需求增加的情况， 北京警方累
计查处非法销售、运输、储存烟花
爆竹案件242起，收缴非法烟花爆
竹7192箱， 做拘留以上处理262
人。 春节假期，北京全市共发现、
劝阻违规燃放793人，查处违规燃
放53起，依法处罚54人。

节日期间，北京警方依托“平
安春节”行动等专项，紧盯交通枢
纽、繁华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特

别是针对1100余家开放的公园景
区，以及前门大街、王府井等特色
景点，严格客流控制、安全检查、
远端疏导、疫情防控等措施，期间
共接待游客1200余万人次， 确保
了秩序安全良好。同时，北京市公
安刑侦部门严打严整多发性侵
财、 电信网络诈骗等影响节日氛
围和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犯罪，
先后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67起，抓
获作拘留以上处理人员351名。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从昌平区获悉，即日起，昌平区22
个镇街31个新冠疫苗接种点全面
开放。

据了解， 昌平区制定了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实施方案， 方案对
镇街及各部门责任、疫苗选择、接
种能力保障、 疫苗配送及接种物
资准备、 不良反应监测与应急处
置等进行了具体安排。2月11日至
17日，昌平全区共接种疫苗近1.3
万人。 昌平区疫苗接种组织实施

以镇街为单位，以社区（村）为网
格单元，采取“团队+个人、定点+
上门、集中+补漏”多种方式。

周末学校周边将呈短时拥堵状况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昨天获悉， 顺义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于上周起， 对新冠疫苗临时
接种门诊进行督导检查， 防控化
解疫苗使用环节安全风险， 保障
接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执法人员重点查看了临时接
种门诊配备的冷链设备运行情
况， 疫苗接种信息追溯情况及报
损疫苗处置情况。 检查中未发现
疫苗脱离冷链的情况， 接种信息
可追溯， 报损疫苗能够按相关规
定隔离存放。

针对临时接种场所可能存在
的因断电导致疫苗冷链管理风
险， 执法人员提示相关单位完善
备用电路以及对脱离冷链疫苗的
应急处置等应急方案， 确保疫苗
质量安全， 保障接种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

截至目前， 已完成295家次
新冠疫苗接种单位监督检查， 检
查中未发现新冠疫苗质量安全风
险。 顺义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将持续对各接种门诊开
展监督检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民政局统一部署，对“中国
艺术发展研究会”“中国传统艺术
交流协会” “中国文艺名家研究
会”等19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擅
自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非
法社会组织予以集中取缔。

2020年9月，北京市民政局结
合群众举报线索， 对多家组织涉
嫌未经登记， 擅自以社会组织名
义进行活动的行为进行立案调
查。经查，19家非法社会组织伪造
印发国家级社会组织红头文件并
加盖伪造印章， 以举办全国性评
选活动为名， 授予个人文化艺术
方面的荣誉称号和奖项， 颁发荣
誉证书以及价值数千元的奖杯、

奖品， 再由获奖者支付部分费用
进行诈骗敛财。

据了解， 2020年以来， 北京
市民政局先后立案调查非法社会
组织167家， 取缔55家； 联合民
政部社会组织监督管理局关停取
缔32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 北京
市民政局提醒各单位及广大市
民， 在与社会组织合作或有经济
往来时， 一定要登陆中国社会组
织政务服务平台 （网址： http://
www.chinanpo.gov.cn/） 查 询 验
证其合法身份。 如发现违法违规
情 况 ， 请 拨 打 市 民 服 务 热 线
12345或北京市民政局热线010-
65868811进行举报， 相关部门将
严肃查处。

北京集中取缔19家非法社会组织

顺义督导检查新冠疫苗接种门诊

北京5万余名民警节日在岗保平安

须过37道关 每部车配齐防疫物资 上会人员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400余辆全国两会服务车辆“全面体检”

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征求意见稿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住建委发布 《北京市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
的补充通知（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提到，对于危
害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安全，
破坏老城、 三山五园地区和历史
文化街区的历史格局、街巷肌理、
传统风貌、空间环境，不符合保护

规划有关建筑高度、建筑形态、景
观视廊等要求的建筑物、 构筑物
或者其他设施， 所在地的区人民
政府或者产权单位可以依法通过
申请式退租、 房屋置换等方式组
织实施腾退或者改造。必要时，所
在地的区人民政府也可以对单
位、 个人的房屋依法征收后组织
实施改造。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提到，
对于严重影响居住安全的建筑
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所在地
的区人民政府或者产权单位可以
通过申请式退租、 房屋置换等方
式组织实施腾退或者改造。 必要
时， 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也可以
对单位、 个人的房屋依法征收后
组织实施改造。

破坏老城风貌建筑可依法实施腾退改造

本报讯（记者 边磊） 2021年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2月21日，北
京市交管部门在位于大屯的亚运
村机动车检测场， 对北汽出租汽
车集团准备为2021年全国两会服
务的车辆逐一进行 “全面体检”，
保证“零故障、万无一失”。

北汽出租汽车集团此次共计
上会车辆469部。据了解，本次服
务两会的车辆更加重视低碳环
保， 电动车比例增加到全部上会
车辆的10%左右 。 昨天上午8点
多，记者在验车现场看到，数十辆
黑色出租车已经整齐停放在检测
场内， 每辆车前挡风玻璃上都别

着一张表格， 全部37个项目都合
格才算过关。 这些硬指标包括车
辆资质、外观、安全性能等内容。

为了保障车辆的安全， 按照
交管部门的要求， 今年两会车辆
检验采取车辆上线检验， 由检测
场出具检验报告，同时，重点检查
车辆外观、转向、制动、灯具、轮胎
及车辆是否配备灭火器等， 较以
往的常规检查更加严格。

“全部上会车辆， 首先都要
经过司机、 车队、 分公司自查。
这次验车算是第四次大考， 是在
检测场进行系统检查， 包括 “专
业检查” “电脑检测” “上线检

测” 三道检验工序。 比如刹车、
蓄电池的电压、 空调运转等。 如
果发现问题， 车辆要及时修护 。
达标车辆外观甚至连一道小划痕
都没有。” 北汽出租汽车集团负
责人介绍说 ， 除了车辆上的保
障， 对于驾驶员的要求也较高。
参与两会服务的驾驶员也都经过
层层选拔， 都是多年执行重大活
动的驾驶员， 每名司机都已经签
订了交通安全责任书。

同时， 今年对防疫工作提出
更加严格要求， 即每部车辆配齐
防疫物资， 上会人员从2月4日开
始测温登记并接种新冠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