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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校开展思政课教师同备一堂课活动

师生热议五四精神 担当新使命
教育
本报讯（记者 刘婧）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青年大学生们应如何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
代价值的认识？
”
4 月 24 日下午，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在
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北京高校思政课教师同备一堂
课”活动，以师生共同参与的方式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的讲话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凤城介绍
说，总书记在讲话里特别提出了用
“大历史观”来审视
研究五四运动，这为我们审视研究五四运动提出了一

个新的要求，即要“运用历史的长镜头广角镜来看五
四运动”。杨凤城强调说，放在鸦片战争 170 多年的
奋斗史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多年的历史中审视五四
运动可以带来很多启发，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改良
思潮经过戊戌维新，特别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
命，都对五四一代知识青年有着直接或者间接影响。
从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奋斗历史看，它的关联更直
接，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从这
个意义上讲，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也
就不会有中国的未来和今天。
同时，杨凤城说到，总书记将五四精神概括为
“爱

国、进步、民主、科学”八个字，事实上已经不是第一次
提出，这一次重申，基于历史的本真事实，同时又适应
时代的要求，
对五四精神作出概括和总结。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7 级硕士生孙琳
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百年前的青年曾为
“救国”而走
向街头，百年后的广大青年也应该为了
“强国”而贡献
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共党史系本科生、
“青马英才”厚重人才培养计划学
员代表何成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此次集体备课。
她认为，五四运动到今天已经一百周年了，这一百年
里中国人民走过了一条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的道路，尤其是近十年，正处于国家从
“富起
来”到“强起来”这个历史转变的时间点，对五四精神
最好的纪念就是一方面掌握扎实的专业本领，另一方
面把这个本领应用于现实，要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去。
据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狄涛介绍，北京高校将继
续以思政课改革创新为抓手，围绕学习研究五四运动
和五四精神，
开展以
“学起来”
“唱起来”
“讲起来”
“做起
来”
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
推进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教材、进课堂、进学
生头脑”
，
为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营造浓厚氛围。

对话

五四精神赋予当代青年新的使命
对话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虎
生；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凤城
北青报：五四精神蕴含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四
个精神，有一个共同的源泉就是爱国精神，请问爱国
精神和其他三个精神之间是什么关系？
何虎生：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人基本的精
神，是我们生成立足成长发展的最基本的东西，这是
基础。那在后面三个词中，进步代表着时代性；民主
代表一种政治的追求，科学代表一种对科学的方法和

科学本身的追求。所以说，爱国是基础，后面三个是
建立在爱国的基础上，
不断的升华和发展的过程。
北青报：总书记在谈话中提到“把研究五四精神
同研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同研究党领导
人民在革命、
建设、
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统一起来”
，
你认为如何理解这
“两个统一”
？
何虎生：两个统一起来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历史
结论，第一个“统一”，是因为五四运动讲的“爱国、进
步、民主、科学”在中华文明里有非常多的体现。民族

精神是五四运动的源流，五四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继
承。第二个“统一”，是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
一些革命文化和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
坡精神等，一方面来源于五四精神，同时也是五四精
神新的发展和发扬，
两者不能偏废。
北青报：
你认为当代青年人如何践行
“五四精神”
？
杨凤城：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用八个字来回
答。
“立志高远，脚踏实地”。什么叫立志高远，我们今
天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年，我们回想一下五四运动成长

“一带一路”
峰会志愿者过生日

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李宁）昨天，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当天，约有
1000 余名志愿者在此上岗服务。中午，趁着志愿服
务短暂的休息时间，北京团市委在志愿者之家为 20
余名在论坛期间过生日的志愿者们带来了惊喜，给大
家开了个简单而有意义的生日会。
12 点左右，设于国家会议中心地下餐厅一隅的
志愿者之家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过生日的志愿者和
他们的同学欢聚一堂，桌子上已经摆好了有着“一带
一路”图案和文字的主题生日蛋糕，大家一起唱生日
歌、吹蜡烛、切蛋糕，为这两天过生日的志愿者们送
上祝福。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李彦榕说：
“我
很荣幸能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志愿服务，没
想到今天还能在志愿者之家跟同学们一起过生日，
这个生日太有意义了，特别开心！”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的南照博则表示，今后还要参加更多的志愿服务
活动，因为在奉献自己力量的同时也能提升自己各
方面的能力。
据了解，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将
有 2000 余名会议志愿者上岗服务，他们主要来自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以
及京城机电、金隅集团等企业，服务范围涵盖会务、礼
宾、接待、新闻宣传等领域。
志愿者之家的设置，旨在让服务于
“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志愿者们在工作间隙和轮岗的时
候能有个舒适的学习、休息和物品存放的空间。北京
青年报记者看到，志愿者之家约有 200 余平方米，工
作区域设有五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打印机，方便进行
即时工作安排、打印志愿服务相关资料等，并设有信
息栏，可以随时发布各种志愿工作信息。学习区域则

20 余名在高峰论坛期间过生日的志愿者欢聚在一起
摆有桌椅，桌上放着《志愿者工作手册》
《2019 年重要
活动志愿者通用读本》等资料，
供大家随时翻阅。
此外，由于前来参会的中外媒体众多，为他们提
供服务的志愿者也比较集中，在新闻中心还设有一处

更加简洁的志愿者之家，里面的主要设施是置物架和
椅子，可供近百名志愿者在工作间隙临时休息，让志
愿者们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服务。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新能源指标新申请者或将等待 8 年

5060 名
“老赖”
不能参与小客车指标分配
本报讯（记者 刘珜）昨天，北京小客车指标办发
布了今年第二期小客车指标配置数据。本期普通车
指标申请人数比照上期增加了 7 万多，中签难度或将
再次攀升。新能源指标方面，今年个人新能源指标已
经分配完毕，如果按照目前的新能源指标分配规则测
算，新申请者或将等待 8 年才能获得指标。此外，
5060 名
“老赖”
被限制参与指标分配。
据北京小客车指标办消息，
截至 2019 年 4 月 8 日
24 时，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个人共有 3209304 个有
效编码。经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审核确认，
2018 年 2 月
26 日中签过期未用个人普通小客车配置指标 46 个，
按规定纳入本期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因此本期
将配置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 6379 个；配置单位普通

小客车指标 266 个。
北京青年报记者统计发现，今年第一期，普通小
客车指标申请个人共有 3135548 个有效编码，
当期约
2367 人抢一个指标。而本期普通车指标申请数增加
了 73756 个，
普通车摇号中签难度或将再次攀升。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随着去年“普通车指标缩
减”摇号新规的发布，普通车中签难度不断攀升。
去年 6 月，北京市发布外埠车限行新政，不少在京开
外地车的常驻居民加入“摇号大军”，摇号中签越来
越难。同时，因去年以来新能源指标获取难度越来
越大，不少申请者将新能源指标申请再次转为普通
车指标申请。多种因素叠加，导致普通车指标“一
票难求”。
今年第一期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个人共有
443636 个有效编码，本期申请人数减少。北青报记

者了解到，2019 年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为
54000 个，这些指标已经在第一期分配完毕。按照
《关于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轮候配置有关
规则的通告》规定，个人和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年
度配额已用尽，审核通过的有效申请编码按照规定将
继续轮候配置。如果按照目前的新能源指标分配规
则测算，
新申请者或将等待 8 年才能获得指标。
此外，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关于限制失信被执
行人参与本市小客车指标配置的工作意见》
（京高法
发[2018]74 号），经本市法院认定，本期共有 5060 个
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参与小客车指标配置。申请人
如果对自身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异议的，可通
过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www.bjcourt.gov.cn）查询
具体认定案由，
也可以依法向执行法院提出。

全国将签发统一电子社保卡
持有电子社保卡看病后
社保
本报讯（记者 解丽）昨天，人社部信息中心相关
负责人就《关于全面开展电子社会保障卡应用工作的
通知》回答记者提问。该负责人表示，今年要在所有
地市实现签发应用全国统一标准的电子社保卡，不低
于 10%的持卡人（即至少 1 亿人）领取电子社保卡，所
有地市均开通移动支付服务。这意味着，持有电子社
保卡之人，在看病后不用排队即可直接线上支付或者
在购药时扫码支付。
通知中明确，计划用 2-3 年时间逐步实现电子社
保卡的广泛应用，形成社保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综合
应用模式。
其中，2019 年，各地以身份认证、人社查询类业

西城严审档案转出
委托代办手续
本报讯（记者 解丽）昨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从西
城区人力社保局了解到，该区将对档案转出委托代办
手续进行严审，以有效避免档案因转递过程丢失，确
保人事档案的安全。
西城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近期已经完善了档案转递管理规定，档案转出若非
本人办理，
需严格审查代办人身份。
据其介绍，目前，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在办理档案
调出时需本人身份证、
拟调入单位出具的《商调函》、
存
档凭证（需交回）、
《个人委托保存档案合同书》
（需交
回）等。而对于非本人办理的，新规定要求，委托人与
被委托人须为同一家庭户籍成员（即户口在同一户口
簿上），同时准备委托书及双方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办
理。若委托人与被委托人为夫妻关系且户口不在同一
户口簿上，
准备委托书、
双方身份证、
结婚证原件办理。
相关负责人表示：
“之前委托办理档案转出时，有
不少是朋友代办，就发生过档案转出后丢失，档案本
人不认同之前的代办的现象，因此，我们此次对转出
委托代办手续进行严审，甚至对于有委托书的代办，
也会打电话进行核实，
核实无误后再进行档案转出。
”

第二期普通车指标申请数增 7 万多

交通

起来的一代共产党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品格精神境
界，如果让我来概括，我觉得那就是信念坚定，心胸开
阔，坚韧不拔，勇往直前，这是一种精神的锤炼，现在
的青年学子要注重立志高远，锤炼品格。第二点就是
脚踏实地，学生的本职是学习，把学习学业搞好，将来
走上工作岗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更大的贡献，
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深入学习钻研业务，将来必定
迎来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的境界。
文/本报记者 刘婧

可不排队直接线上支付

务为电子社保卡基础应用场景，逐步拓展至就业服
务、参保缴费、就医购药结算等高频高黏性应用场景，
探索集成其他民生服务应用。今年要在所有地市实
现签发应用全国统一标准的电子社保卡，
不低于 10%
的持卡人（即至少 1 亿人）领取电子社保卡，所有地市
均开通移动支付服务。
人社部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指出，群众申领了电
子社保卡，除了能够在互联网上查询社保参保信息、
就业人才服务信息、个人就业信息、职业培训信息、职
业资格信息、职业技能等级信息、创业担保贷款扶持
信息等等，还能申办线上业务，包括就业创业服务、社
保服务、劳动用工服务、人才服务、调解仲裁服务等多
类业务。更为方便的是，电子社保卡同时具有移动支
付功能，可用于线上参保缴费、考试缴费、培训缴费、

医疗费结算等等。
许多城市目前已通过电子社保卡开通了就医购
药服务功能，在就医时出示手机端电子社保卡，看病
后不用排队就可直接线上结算，或者在购药时完成扫
码支付。
2020 年，不低于 25%的持卡人领取电子社保卡，
普遍应用于线上身份认证、就业人才服务、社保信息
查询、人社业务缴费、就医购药结算等业务场景，完成
地方模式向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统一支付结算模式
的切换。
2021 年，形成实体社保卡与电子社保卡广泛协
同并用的线上线下
“一卡通”服务管理模式，为其他政
务服务、金融服务、智慧城市服务领域深入应用电子
社保卡提供全面支撑。

顺义仁和镇
搭建政企合作平台
本报讯（记者 王斌）近日，顺义区仁和镇 30 余家
企业来到高顺云港新能科技园，开展政企共建活动。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活动过程中，仁和镇首次搭
建党建交流合作平台，通过党建引领政企共建，促进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为今后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奠定基础。
据顺义区仁和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6 年以
来，仁和镇为推进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已疏解一般制造业企业 15 家。高顺云港新能科技园
的所在地，过去曾是一家生产制造输变电设备的大型
工厂。面对创新发展新趋势，仁和镇积极助推企业转
型发展，协助该公司将生产环节外迁，拆除老旧厂房，
建成总建筑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的高顺云港新能科技
园。据了解，目前该园区已引进科技创新型、总部型
企业 300 余家，注册资金总额达到 30 亿元，预计园区
年纳税额可达 4 亿元。

“嫦娥四号”试验队队旗
入藏国家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 赵婷婷）一面
“嫦娥四号”
月球探测
器试验队队旗和九枚载人航天器发射任务队徽昨天
正式入藏国家博物馆，丰富了国博在当代航天科技物
证的收藏，
也记录了当代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历程。
这面鲜红的试验队队旗上，有
“嫦娥四号”月球探
测器研制团队队员的集体签名。它的背后还有一段
感人的记忆。2018 年 8 月 16 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召开了嫦娥四号任务动员大会，全体队员在队旗上
郑重签名，
立誓取得任务的圆满成功。
进驻发射场后，在嫦娥四号探测器试验队举行的
进场动员会上，队旗见证了全体队员满载的信心和誓
言。在发射场执行发射任务的 92 天内，这面旗帜始
终悬挂在测试厂房，鼓舞着试验队员们奋力拼搏。
2018 年 12 月 8 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后，此旗
跟随试验队队员转移至北京飞行控制中心，并张贴在
飞控试验队工作间，见证了队员们精稳操作、获得任
务圆满成功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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