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北京
市第五届 “启航杯” 总结交流大
会于9月29日在北京教育学院举
行 。 156名信息技术应用娴熟 、
基本技能扎实、 各具教学风采的
优秀青年教师脱颖而出， 成为成
绩优异者。

今年的展示活动通过线上云
端展示和线下现场微格展示 “双
线” 进行。 757名来自16区及燕
山地区推选出的选手代表北京市
2020年新入职的5200多名中小学

教师参加了第一阶段的线上云端
展示， 他们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搭
建的 “启航杯” 展示平台上提交
了 “教学设计方案、 课堂录像和
课后反思视频” 作品， 经过评审
推选出391名选手参加了第二阶
段的现场微格展示。

专家们认为， 线上评审形式
方便效率高， 课堂实录反映了新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真实状况，
表现出较强的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 小学新任教师更加关注教学

导入结束， 中学新任教师背景分
析更加全面深入； 现场微格展示
则更体现新教师对学科内容的理
解和个人综合素质的表现， 新教
师的讲解技能表现最为突出。 同
时， 专家评委也指出新任教师的
课堂观察变化技能是短板， 学生
学习评价方案可操作性不强， 多
数缺乏针对学习目标达成情况的
评价设计， 微格展示过程中缺乏
真实互动， 板书中用太多的板贴
代替书写等问题。

156名新秀从教学风采“双线”展示中脱颖而出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本市】03新闻202１年 9月 30日·星期四│本版编辑 卢继延│美术编辑王巍│校对 刘芳│E—mail:ldwbyw@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国庆假期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

北京105家网游企业签署自律公约

中中国国科科幻幻大大会会在在首首钢钢园园举举办办

“智慧养老社区”将实现全市城乡社区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9月29

日， 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共同编制的 《北京市
养老服务专项规划 （ 2021年-
2035年）》 （以下简称 《规划》）
正式出台 。 《规划 》 提到 ， 到
2025年底， “智慧养老社区” 覆
盖80%以上的城镇社区， 2035年
底实现全市城乡社区全覆盖。

据了解， 《规划》 人群覆盖
全市60周岁以上 （含60周岁） 常
住老年人、 60周岁以下残疾人和
18周岁以下困境儿童以及其他有
照护需求的特殊群体。 为北京市
常住老年人口中有长期持续照护
需求的重度失能、 失智老年人规
划养老床位。 根据当前经济社会
发展和财政保障能力， 针对本市
60周岁以上 （含60周岁） 常住老

年人， 划分以下三类人群为基本
养老服务对象： 具有本市户籍的
城市特困人员 （原城市 “三无”
人员） 和农村特困人员 （原农村
五保供养对象） 等城乡特困老年
人托底保障群体； 低保或低收入
家庭失能、 失智、 高龄老年人等
困境保障群体； 失能、 失智、 重
度残疾、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
人等重点保障群体。

《规划》 提到 ， 到2035年 ，
全市千人养老床位数达到9.5张，
全面建立街乡镇养老服务联合体
和市区养老服务联动支援机制，
失能失智老年人90%以上可获得
优质高效的长期照护服务， 老年
人可享受便捷可及、 品质较高的
养老服务。

《规划》 提到， 鼓励开发建

设适应老年人生活特点、 满足老
年人与各年龄人群共同居住需求
的老年人住宅和多代际住宅。 推
进老年人住宅适老化改造， 完善
老年人住宅防火和紧急救援救助
功能， 鼓励发展老年人紧急呼叫
产品与服务， 鼓励安装独立式感
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等设施设备。
逐步实施针对特殊老年人的既有
住房适老化改造。 加强对住宅公
共设施、 商场、 公园、 景区等与
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
设施的无障碍设计与改造， 重点
对坡道、 楼梯、 电梯、 扶手等进
行改造。 要为老年人提供运行安
全、 便利快捷、 环境适宜、 服务
周到、 信息详明的公共交通和出
行服务。 人行横道信号灯绿灯总
时长应保证安全过街时间。 人行

道、 过街天桥、 地道和大型公共
建筑的出入口均宜设置有供轮椅
通行的平缓坡道。 无法设置轮椅
坡道处则应配有无障碍电梯或升
降平台。

《规划》 提到， 开展 “智慧
助老” 行动， 依托社区加大对老
年人智能技术使用的宣教和培
训， 并在老年人高频活动场所保
留必要的传统服务方式。 到2025
年底 ， “智慧养老社区 ” 覆盖
80%以上的城镇社区 。 2035年
底， “智慧养老社区” 实现全市
城乡社区全覆盖。 到2025年底 ，
在全市基本建立较完善的政府向
社会力量购买老年教育文化体育
服务制度。 保障特殊困难家庭老
年人的养老服务， 确定精准帮扶
对象， 依据北京市 “精准帮扶”

需求调查建立居家社区探访制
度， 确保困境老年人都能有效得
到帮扶， 2025年困境老年人帮扶
率达到100%。

《规划》 还提到， 采取 “政
府提供设施、 市场负责运营” 方
式建设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打造
社 区 居 家 养 老 “总 服 务 台 ” 。
2025年 ， 配建设施达标率达到
100% 。 老 城 区 和 已 建 成 居 住
（小） 区无养老服务设施或现有
设施未达到规划要求的， 通过购
置、 置换、 租赁等方式配齐。 到
2025年， 全市共建设社区养老服
务驿站 （农村幸福晚年驿站 ）
1200个， 与其他社区便民服务共
同构成 “十五分钟服务圈”， 在
城镇社区满足服务半径1000米的
布局要求。

北京出台养老服务专项规划 （2021年-2035年）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 国庆
假日期间， 北京市域内所有收费
公路对7座以下 （含7座） 载客车
辆免收通行费， 预计高速公路日
均交通量约230万辆， 峰值将达
约246万辆。 此外， 今天为节前
最后一个工作日， 晚高峰时段道
路拥堵情况将比较突出。

9月30日为假期前最后一个
工作日， 适逢小客车尾号4、9限
行， 且假期出城出行与通勤出行
叠加，预计从15时起，高速公路出
京方向车流将开始陆续增多。

10月1日、2日交通压力主要
集中在出城方向。 其中，1日出京
压力突出，预计6时至13时交通压

力持续较大， 高速公路出京车流
最高峰将可能出现在上午10时至
11时。10月3日至5日交通压力总
体有所缓解， 但近郊或市内热门
景点、商圈、休闲娱乐场所周边交
通压力较大， 仍将可能出现局部
拥堵排队的情况。10月6日、7日陆
续迎来返程高峰。 其中，7日返京
压力尤为突出， 预计14时至20时
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量持续较
大。 全市高速公路在高峰时段将
保证车道开通率100%，确保通行
顺利。针对京承、京藏、京港澳、京
开等7条重点高速12处易拥堵路
段，将加强运行监测，及时发布实
时路况和绕行指南。

假日期间， 预计重点景区周

边9点至15点左右时段客流较为
集中，路网拥堵基本处于“轻度及
以上”拥堵状态。其中，故宫博物
院、北京动物园、八达岭长城、环
球影城周边拥堵情况较为突出。
同时 ，北京 apm、北京坊 、三里屯
太古里周边道路拥堵情况较为突
出。

针对环球度假区可能出现的
大客流 ， 以及上午客流集中出
站、 晚上集中进站的特点， 7号
线将视情延时运营。 地面公交将
在施园、 土桥公交场站储备机动
运力 ， 做好集中大客流疏散保
障。 同时， 为方便市民出行， 途
经重要景区的65条线路将增配机
动运力140部， 较日常增加13%。

预计今天晚高峰运行压力突出 15时出京车流陆续增多

9月28日晚， 2021中国科幻大会在石景山区首钢园正式开幕。 一
场夜幕中的科幻光影秀以及沉浸式科幻戏剧， 将观众带入了科幻世
界， 由此拉开了中国科幻大会的序幕。 从当日起至10月5日， 科幻产
业新技术新产品展览对公众开放。 本报记者 白莹 陈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马超）9月24-
26日， 第二届北京国际游戏创新
大会在海淀区举办。 会上，105家
网络游戏企业签署 《网络游戏行
业防沉迷自律公约》。

《网络游戏行业防沉迷自律
公约》 倡议全市游戏企业落实中
宣部和市委市政府要求， 坚决防
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加强
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营造健康
向上的产业环境。

会上， 市委宣传部牵头组建
了游戏研判与咨询委员会， 委员

会将由政府主管部门领导、 行业
协会负责人、 高校学者和内容审
读专家共同组成。 委员会将通过
为游戏产品提供政策咨询等帮
助，倡导游戏的正向价值，提升游
戏产品文化内涵， 打造更多游戏
精品。

为落实推动游戏精品创作，
发掘培育游戏专业人才， 大会举
办了“GAME BANG”2021北京国
际游戏创新大会创作大赛， 大赛
共产出有效作品百余部、 优秀作
品20余部。

西城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 破解“学区房”难题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9月29

日， 西城区政府向社会公众报告
今年以来的政府工作。 西城区区
长孙硕从就业、养老、教育、医疗、
体育等方面介绍了西城区不断加
大投入提升民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让百姓生活更有保障、更
有品质。

在就业保障方面， 西城区把
握后疫情时代特点 ， 深入开展
“云”就业服务，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2%以内，处于全市最优。11420
名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西
城区连续7年获评北京市充分就
业区。

在养老方面， 西城区大力推
进居家养老， 在区域养老服务联
合体、巡视探访等方面先行探索，

丰富完善养老服务供给。
在教育方面，今年，西城区新

增学前学位 1140个 、 小学学位
12000个。坚定实施“多校划片”政
策， 适龄儿童就近分配、 公平摇
号， 坚决推动学区房炒作乱象退
出历史舞台，破解“学区房”难题。
同时，积极推动“双减”政策落地，
大力整治压减校外培训机构，推
出课后“点单”服务，整合出首批
200余个课后项目，受到欢迎和好
评。

在推广全民健身运动方面 ，
西城区新增健身场所2处、群众身
边健身设施8处，完成场地建设14
处， 月坛滑冰馆将在冬奥会前建
成，更好满足居民群众健身需求。

在医疗健康方面， 西城区持

续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
完善急救站点布局和物资储备，
深入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社
区公共卫生服务扩覆盖、上水平，
深化 “互联网+医疗健康 ”，为民
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

此外， 西城区不断改善群众
居住条件，围绕老旧小区、危旧楼
房、平房院落、棚户区更新改造持
续发力，创新探索老旧小区“租赁
置换”改造新模式，解决原著居民
想改善居住条件“出”的诉求，实
现可持续发展。

据悉， 作为敞开政民互动渠
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提高政府
公信力的一项举措， 今年已经是
西城区连续第五年举办政府向公
众报告活动。

(上接第１版) 对获得各工种决赛
前20名的选手， 可按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规定晋升职业资格或
职业技能等级。 对获得前3名并
符合推荐条件的选手， 由选手所
在省 （区 、 市 ） 总工会在次年
“五一” 前集中表彰时按程序申
报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据了解， 全国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是全国总工会一项重要的传
统品牌工作。 自2003年起， 全国
总工会联合有关部门共同举办大
赛， 每三年一届。 前六届大赛累
计吸引超过6500万名职工参加各
个层次的比赛练兵活动。 “十三
五” 期间， 有1.14亿人次的职工
参加了各级工会开展的技能比赛
活动 ， 有405.6万人次职工通过
技能比赛晋升技术等级。

王晓峰表示， 与往届相比，
本届比赛参与的主办部门最多、
竞赛工种最多、 覆盖行业最广、
参赛职工最多的国家级一类职业
技能大赛。 在工种设置上， 选取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从业人数
多、 涉及行业广的通用工种， 涵
盖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战
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 同时又兼
顾了广大农民工的参赛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