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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名游客纳入“黑名单”三年内限制购票参观景区

市属公园将设不文明游园曝光台
游园
本报讯（记者 王斌）5 月上旬，
紫竹院公园再现盗
挖竹笋的不文明游客，一口气挖走 60 余根竹笋。北
京青年报记者获悉，包括这名挖笋客在内，市公园管
理中心首次向市旅游主管部门报送 4 例旅游不文明
行为，目前这 4 名游客已纳入旅游“黑名单”，采取三
年内限制购票参观景区等联合惩戒措施。同时，市属
公园将在主要门区设立曝光台，对不文明游园行为进
行曝光。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市公园管理中心此前向市旅
游主管部门报送的采挖竹笋、非法揽客、倒卖门票等
四例旅游不文明行为，经市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评审
委员会认定，均符合应被惩处的不文明行为, 旅游不
文明游客记录信息保存期限均为三年。
根据《北京市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
法》，对
“不文明游客”联合惩戒措施包括：旅行社对在
记录期内的不文明游客可以不提供服务，不予办理组
团出境旅游。记录期过后，经出具遵守文明旅游规定
保证书后旅行社可接受报名参加出境旅游团队。
此外，在提供旅游服务时，旅行社可以限制其享
受一定的旅游优惠政策。各旅游经营单位在旅游高
峰期间，可以限制其购票参观景区、入住酒店、参团旅
游。同时，旅游主管部门在审查旅行社出境旅游团队
名单时，对在记录期内的不文明游客严格履行审批程
序。公安、航空、铁路、机场安检等相关部门对记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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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竹院公园在门区设立
“曝光台”
，
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曝光

王斌

东城今年将增 2000 个学前教育学位
未来全区每校均有名师
教育
年底增加 2000 个学前教育学位，整合全区资源
在东城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为学生成长助力。昨
天，东城区教育大会举行，北京青年报记者在会上获
悉，未来，高级职称教师、市区骨干教师、知名教师覆
盖到东城学区内每一所学校。

年底增 2000 个学前教育学位
在学前教育方面，东城区将落实“学前三年行动
计划”，根据计划，2018 年到 2020 年东城区将用三年
时间增加 6000 个学前教育学位。
“2019 年，东城还将通过内部挖潜，实现年底增
加 2000 个学前教育学位。到 2020 年，再增加 2000
个学前教育学位。实现普惠率 80%，
入园率 85%。
”
东
城区教委主任周玉玲介绍。

“冰雪运动”
100%覆盖全区学生
据悉，东城区从启智、健体，育美、尚劳等方面为
学生成长助力。其中，在启智方面，东城将加强教学

改革，改变教与学的方式，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
用。加强“减负”策略研究,家庭、学校、社会协同推
进，
减少不必要的课业负担，
反对各种形式的
“抢跑”
。
同时，在健体方面，积极推广“一校一品”、
“一校
多品”发展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掌握 2 项以上体育
技能。助力冬奥推动“冰雪运动”，100%覆盖全区学
校、学生。为提供更多运动场地，东城将通过共享区
域内各级各类运动场所，缓解学校运动场地不足的迫
切需求，并利用“疏整促”腾出的空间，优先满足教育
需求，
支持运动场地建设。

艺术活动场所免费向学生开放
在育美方面，保障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掌握 1 项
艺术特长，深入开展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全区各类型
艺术活动场所要免费向学生开放。目前，
东城已有 22
所小学与国家大剧院等社会专业团体及高等院校建
立合作，
有 9 所中小学实施了
“学院制”
英文戏剧课程，
全区
“戏剧类”
艺术场所也将免费向教育开放。
在尚劳方面，东城拟出台《东城区中小学生劳动
教育指导纲要》，校内外资源相结合，盘活职业教育实
训基地和专业教师资源，建设区域国防安全教育、军
事训练、农事实践、职业体验等劳动教育基地，让学生

通过日常家务、手工制作、非遗传承、学工学农、社会
实践、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加强劳动教育。

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
此外，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
东城区聚焦信息技
术智能化的未来，将逐步建成现代化、智慧化、学习型
的未来学校，
率先实现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
学习应
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
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
东城将探索“人工智能+教育”，研究智慧化课堂
环境构成，形成人工智能资源库，开展人工智能社会
体验实践活动。
目前，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申报了国家级课题
“小学人工智能学习资源的开发与实践”，确定了黑芝
麻胡同小学、培新小学等 6 所小学为首批实验校，并
引入由各大院校与知名企业的专家组成的团队进行
指导。线上、线下多空间的“双课堂”教育等多样化教
学模式应用与实践研究，
将于今年启动。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东城区将举全区之力为东城
教育办实事。40 余家委办局、街道开出 13 张任务单，
统筹各个领域资源为教育服务。包含保障教师队伍
人员充足、搭建中小学师生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等多
方面内容。
文/本报记者 武文娟

20 国 120 种特色美食亮相京交会朝阳分会场

市民不出北京享异域美食
关注京交会
本报讯（记者 张小妹）意大利的火腿和奶酪、希
腊的橄榄油、保加利亚的玫瑰果酱、捷克的萨奇水、马
来西亚的春卷、新加坡的糖仔甜品豆花……5 月 24
日，琳琅满目的美食亮相朝阳区将府文化广场和郎园
Station 中央车站，拉开了“舌尖上的一带一路”国际
美食文化论坛暨国际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的序幕。
本次活动为 2019 年京交会朝阳分会场系列活动的第
一站，由北京市商务局、朝阳区人民政府主办，首创郎
园承办。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市民不出北京，便
可品尝到 20 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色美食，

感受
“一带一路”
国际风情。
活动首日，郎园 Station 人头攒动，颇为热闹。
120 余个摊位围绕铁轨分列排开，
各国旗帜迎风招展，
市民们穿梭于摊位之间，年轻人更偏爱日本蒲烧鳗鱼
卷、捷克萨奇水等“网红食品”，美食师傅们手中不停
地忙活，嘴上也不闲着，用不太地道的汉语吆喝“你
好”
“非常美味”
“来尝一尝吧”
。
在众多的异域美食中，最受欢迎的当属以色列冰
激凌，来游玩的市民在该摊位前排起了“长龙”，等待
冰凉爽口的纯奶冰激凌送到自己面前。
据了解，由于北京连日来的高温，除了来自以色
列、意大利的冰激凌外，阿塞拜疆的果汁、斯里兰卡的
红茶等消夏饮品也成了当天活动的“爆款”，市民们纷

纷排队购买。
倘若不爱异域美食，咱北京本地特色小吃同样也
能满足味蕾。本次活动上，有红遍通州 17 年的“肠
王”，带着更时尚的烧饼夹肠亮相；有“猪蹄帮”的酱猪
蹄、酱肘子，都出自八十岁的“翠微徐大爷”。现场还
有年轻人喜欢的“网红美食”——RADICI 根壚冠军
披萨、三里屯抹雅艺术咖啡及精致的芷有蛋糕、鼓楼
AVOCADO DRUMN 牛油果子煎饼等。夏季最受
欢迎的麻辣小龙虾和烤串自然也不能少。
此外，活动上还设立了中国多个省市的特产展
位。临近端午节和六一儿童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孩子们还能亲手体验包遂昌长粽，并参与到亲子足
球、食育课堂、快闪表演、木偶互动等活动中来。

2019 年
“双百行动计划”
启动
获选优秀高校教师、
大学生团队将获万元经费资助

本报讯（记者 武文娟）昨天下午，
“ 我和我的祖
国”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做起来”，2019 年北京高
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
划”启动。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将对遴
选出的优秀教师团队和大学生团队，分别给予 2 万元
和 1 万元经费资助。
据了解，
“双百行动计划”由市委教育工委、市教
委联合市委宣传部开展,是北京教育系统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我和我的祖国”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
“做起来”
的市级示范引领活动。
经学校前期申报，今年共 150 个青年教师社会调
研团和 135 个大学生社会实践团入选。调研结束后，
市委教育工委将遴选出 100 个优秀青年教师社会调
研团和 100 个优秀大学生社会实践团，每个团队分别
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对青年学生参与该计划并通

过考核，要求学校给予 1-2 个实践学分。
“今年，本市
将加强领导，完善保障机制。市委教育工委今年将对
遴选出的优秀教师团队和大学生团队，分别给予 2 万
元和 1 万元经费资助。”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郑
吉春说。
北青报记者还了解到，今年教育系统为调研实
践团队的老师和学生提供精准的调研指南。
“ 这个
调研指南，是市委教育工委和各相关委办局反复沟
通提出来的，符合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的需要，
是指导大家精准开展调研，真正服务首都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民生的行动指南。”相关负责人介绍，中
轴线保护、北京夜经济、老城街区更新等相关项目
都在其中。
郑吉春在会上介绍，去年 5 月至 11 月，各高校师
生广泛参与了 2018 年“双百行动计划”，结合首都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发挥专业优势，开展了形式丰富的
调研实践，教师团队开展社会调研 4000 余次，累计参
与教师 11000 余人次；学生团队开展社会实践 800 余
次，累计参与学生 5200 余人次，受益总人数达 10 万
余人。为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

也为高校师生成长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同时也向社
会展示了高校师生的良好形象。
今年，他要求各高校党委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把好各团队的调研实践方向，落实实践学分等相关政
策，提供必要启动经费，为师生实践团队当好坚强后
盾。此外，将加强指导，提高调研质量。
“在市级层面，
我们已经多次协调相关委办局，给大家提供了精准的
调研指南，实施过程中也将为各团队予以指导支持。
各高校也要建立起各部门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统筹
相关学科专家资源，支持调研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加
强对各团队的过程指导，力争推出高品质、高价值的
调研成果。
”郑吉春说。
2019 年学生团队代表、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
济学院魏秋慧同学告诉北青报记者，其团队研究的课
题是《中轴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IP 开发机制调
研》。
“去年我们已经初步对景泰蓝、京西皮影、中国式
摔跤（东直门沾衣十八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
行了调查、走访，今年将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帮助这
些非物质文化形成文化 IP，真正在市场做到有市场但
不遗失传统文化韵味。
”

内的不文明游客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采取一定的警
示约束措施。
市公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此次报送
并被列入旅游不文明行为“黑名单”的 4 名游客，市公
园管理中心联合相关执法部门此前进行了大量取证
工作。市属公园也将按照《北京市旅游不文明行为记
录管理暂行办法》采取相应措施，比如将这 4 名游客
的基本信息录入市属公园的游客入园系统。
此外，市属公园将在重点门区和景点、重点时段
设立游园不文明行为
“曝光台”
，
对违反《北京市公园条
例》、
情节严重的不文明游园行为进行现场取证曝光。
目前，紫竹院公园就已经在门区设立了“曝光
台”，通过多幅照片展示盗挖竹笋游客的行为，并附上
现场罚款收据。同时，紫竹院公园还引入了首都公共
文明引导员开展“文明游园”引导工作，即日起至 6 月
14 日，共有 10 名文明引导员和 100 余名公园职工在
园区内联合开展
“爱竹护竹”文明引导活动，向游客宣
传文明游园理念，劝阻不文明游园行为。天坛公园也
安排专人对重点区域增加巡逻频次，并且积极协调天
坛街道城管多次进园执法，对挖野菜不文明行为进行
处罚。
市公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市属公
园将积极发挥首都公共文明引导员、社会志愿者等力
量群防群治、
共同治理。遇到不配合的情况，
将积极配
合城管部门开展现场执法。屡教不改、特别是情节恶
劣的，
将移送公安部门进行行政处罚，
并报市旅游主管
部门，
将其列入
“北京市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
榜单。

电梯故障应急救援
不得晚于 30 分钟
本报讯（记者 王薇）昨天，为检验电梯使用单位
在电梯发生故障时的应急和快速反应能力，东城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在位于王府井的澳门中心进行了电梯
故障应急救援演练。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人员表示，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
电梯故障应急救援到场不得晚于 30 分钟。
演练现场，
上午 10 点 15 分，
位于王府井澳门中心
的 6 号电梯报警，一名职员被困电梯，接到求助后，电
梯使用单位立刻启动应急预案，
10 点 20 分，
被困人员
成功脱险。最后监察人员张宇进行了现场点评。虽
然本次救援用时 5 分钟，但里面的小缺陷仍不容忽
视。
“除中控室外，楼上的安抚组成员应该更多的和被
困人员进行交流，让其知道外面持续有人；同时现场
采取的救援方式和应急预案中的有所不同，应急预案
应该进行完善。
”
张宇点评说。

占应急车道专项整治
不到俩月开万余罚单
本报讯（记者 赵加琪）4 月 5 日，北京市交管部门
启动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专项整治行动。截至 5 月 23
日，已现场处罚应急车道违法停车及应急车道违法占
道行驶行为共计 1 万余起。
整顿期间，交管部门根据本市交通流量变化规
律，重点针对市区环路、联络线、高速公路等占用应急
车道停车、行驶违法行为突出路段，综合采取“定巡结
合、拍摄转递、动态拦截”等多项执法措施持续开展集
中整治行动，并积极协调道路产权部门，围绕应急车
道违法突出、基础设施条件成熟的点位，增设一批应
急车道违法监测设备。目前已先后在机场高速、京藏
高速、京承高速、通燕高速、京通快速路安装完成 88
套设备并陆续投入使用。
另外，
交管部门充分发挥科技手段应用，
为一线交
警执法车辆配备了“鹰眼系统”，执法车辆只需保持相
对平稳的车速，探头就可以快速扫描停靠在执法车辆
右侧的机动车车牌，
自动录入并上传，
随后相关图像视
频证据将进行汇集整理，
最终实现对违法车辆的处罚。

百子湾森林公园
预计 6 月中旬完工
本报讯（记者 王斌）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市城市管
理委获悉，北京今年共有 17 个市级环境建设重点项
目，
涉及城市副中心及联络线环境建设，
世园会、冬奥
会环境保障，长安街西延长线、回龙观地区等重要地
区环境建设，大运河及永定河文化带沿线环境建设
等。目前有 13 个项目已启动实施，其中，位于广渠路
沿线的
“百子湾”
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已接近尾声，
将在
6 月底开放。
昨天，北青报记者来到广渠路南侧，这里正在建
设百子湾城市森林公园。从紧邻广渠路的主入口步
入，
一处可用于科普教育的高地小广场首先出现在园
内，站在可以远眺的小平台上，公园的美景尽收眼
底。往公园里深入，疏林草地逐渐过渡到密林，林下
铺设有木质步道，
宛如在森林中穿行。据现场负责人
介绍，
考虑到北方的季节特点，
在树种选择上，
大多选
取的是银杏、白蜡、油松等不同的本土植物，
营造出春
夏可观花、秋冬可观叶赏果的景观。
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副主任韩酉晨介绍，
百子湾城
市森林公园所在的位置过去是王四营乡的集体土地，
2.5 万平方米的土地上盖满了老旧的平房。经过腾
退，去年 12 月，王四营乡集体土地改建公园这一绿化
工程正式启动,截至目前 90%的绿化已经完成，预计
6 月中旬就能全面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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