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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试行）》发布

校园周边 200 米设安全区
本报记者 刘冕
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专职保安员持
械上岗，24 小时值守；校园周边 200 米范
围建学生安全区域，
校门两侧各50米禁止
停放机动车；
依法查处校闹行为……昨天，
《北京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试
行）
》发布，
全市 18 个相关委办局共担校园
安全责任，引入“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
制，
守护校园安全。市教委主任刘宇辉表
示，
安全工作纳入学校总体规划和首要任
务。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学校将校园安
全工作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未履
行职责的部门和人员将依法追究责任。

校门前 100 米禁停车
全市普通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
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的安全管
理均适用新规。
“学校安全工作实行校长
负责制”
“建立覆盖全体教职员工的安全
管理责任体系，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
“建立学校安全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加大
政府投入力度，优先保障学校安全风险
防控经费投入”等写入新规。
新规有诸多新突破。例如本市首次
提出学校周边 200 米范围内建立学生安
全区域，相关部门按职责重点整治学校
周边环境秩序。安全区内禁止新建对环
境造成污染的企业、设施；禁止设立互联
网上网服务、歌舞娱乐、游艺娱乐、彩票
专营等营业场所。
本市首次明确校园门前 100 米（校
门两侧各 50 米）禁止停放机动车，解决了
学生上下学安全问题。本市将优化校园
周边交通组织形式和公交站点设置，完
善道路公交设施。公安机关还将强化学
校周边高峰勤务和“护学岗”机制，建立
学校及周边安全网上快速巡查系统。
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涛介绍，
目前，
市公
安局先后创建了 563 个
“高宝来爱民服务

岗”
，
日均上勤警力2000余人次、
出动巡逻
车 1000余辆，
整治校园周边治安乱点 240
余处，
关停违法经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学
校幼儿园20余家，
及时发现、
预防、
制止一
批可能侵害师生安全的隐患苗头。
新规还明确了依法查处校闹行为，
严禁借学生伤害事故，围堵学校、殴打教
职工、干扰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等。

千人校园至少 6 名专职保安
新规明确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校
门实行 24 小时值守，配备专业器械的保
安员持械上岗，值守校门。校门口设置
硬质防冲撞设施。外来人员入校需登
记，禁止无关人员和校外车辆进校。上
下学高峰时段学校实行校门口值班制
度，小学上下学实行小黄帽路队制和接
送交接制。
新规规定了保安员配备比例，师生
员工总人数一千人（不含）以下至少配备
6 名专职保安员，有寄宿制的学校至少配
备 8 名。一千人（含）以上每增加 500 人
至少增配 1 名专职保安，有寄宿制的学校
每增加 300 人至少增配 1 名专职保安。

刘宇辉说：
“新规在配备专职安全管理干
部和安保数量方面都有了新突破，目的
是更好的保证校园安全。”
学校还要建立网络安全管理制度，
保证网络安全工作值班值守。学校要建
立安防视频监控管理系统，中小学校覆
盖所有重点部位，幼儿园实现公共活动
区域全覆盖，并与属地公安、教育部门联
网。规定明确，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加
商业性活动，不得将场地出租出借用于
生产经营活动，
不准商业广告进校园。

建章立制防治校园欺凌暴力
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九年义务教育
期间，学校将用 12 年完成学生的基本安
全知识与技能的普及任务，确保学生掌
握与年龄阶段相适应的基本安全知识、
避险逃生能力及自救互救技能。市教委
表示，要根据不同学龄阶段学生的生理
心理特点、接受能力以及可能遇到的安
全风险，增强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重点针对消防、治安、食品、交通、用
电、用火和防溺水、防踩踏、防侵害、防暴
恐袭击、防黑恶势力渗透、防极端天气、

新规“新”意

防自然灾害等可能造成伤害的安全威
胁，
加强安全防范宣传教育。
新规明确，这堂 12 年“不断档”的安
全课将被纳入学校课程体系。有条件的
学校要建专门的安全宣传教育体验教
室。开学初、放假前，学校均要有针对性
地对学生集中开展安全教育。中小学还
应每月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幼儿园
每季度开展一次演练。
新规明确要求学校建立的安全制度
达十余项，涉及食品和饮用水安全、健康
管理、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实验室安全、
安防视频、用工矛盾排查调处、传染病防
控等。其中，新规要求学校建立防治校
园欺凌和暴力工作制度，开展预防欺凌
和暴力教育，严格学生日常行为管理，公
布工作机构和举报电话，对欺凌和暴力
行为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及时处置
突发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
学校还要定期组织开展学生体检和
心理健康排查，依法保护学生的个人隐
私。家校应安全共育，
引导家长履行监护
人义务，
对孩子开展家庭安全教育和遵纪
守法教育，关心关注孩子身心健康，支持
配合学校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

追访

首次明确 18 个委办局安全职责
根据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分
工调整，
结合首都社会治理和教育治理
工作实际制定的新规，
首次集中明确了
市区政府、街道乡镇以及宣传、政法、机
构编制、网信、教育、公安、财政、人力社
保、
生态环境、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
文化
旅游、
卫生健康、
应急、
消防救援、
市场监
管、
城管执法、
银保险监18个相关委办局
的学校安全工作职责，
依法强化了学校
安全工作的属地责任，
形成了工作合力。
首次建立了由市、区两级政府分管

领导为召集人的教育联席会议制度，
加
强了对学校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
首次建立了由市、区政府分管领导
带队、各相关委办局参加的学校安全联
合检查机制，
加大了对学校重大安全隐
患的执法检查力度；
首次将
“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
机制引入学校安全管理，
打通
了学校及周边安全工作落实
“最后一公
里”
关键环节。
首次提出学校安全工作实行校长
负责制，
学校校长直接负责安全工作。

安全工作
纳入绩效考核
市政府将校园安全工作作为对各
区政府和各政府相关部门绩效考核的
重 要 内 容 ；各 区 政 府 将 其 纳 入 对 相 关
部门和街道乡镇的绩效考核内容。教
育部门则将该工作纳入对学校的绩效
考核范畴。
新规明确，对未履行职责的部门和
人员依法追究责任，对履职尽责的部门
和人员建立免责机制。对成绩显著的单
位和个人也会视情况给与表彰奖励。

胡同几代人的生活经历汇成一段段感人视频

讲述我与新中国的幸福回忆
本报讯（记者 于丽爽）
《我与新中国
同岁》展览昨天在内务部街 27 号朝阳门
社区文化生活馆开展，展览寻找社区里
1949 年前后出生的 7 位老人，为他们拍
摄时下流行的视频日志，讲述新中国成
立后 70 年里的幸福回忆，并辅以 7 位社
区里的年轻人、少年儿童，
记录他们的成
长进行时。
老藤椅、老式的自行车和行李箱、缝
纫机、电风扇、电视机……走进27号院东
厢房，满是怀旧的感觉。贴着墙，
灰砖垛
上摆着监视器，里面播放着一段段短视
频。墙上，写着人物姓名、出生年代以及
短视频的内容提要。视频从衣食住行的
变化到过往的经历逐一展开，既有油盐
酱醋间精打细算的小日子，也有时代造
就而记忆弥新的个人往事，由点及面，
以
个体视角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
“我刚过 70 岁生日”
“我的遗憾”
“一
定要争气”
“ 我那 40 只兔子”
“ 阅读伴我

成长”
“ 我与马克思”……视频里，1949
年出生的陈国鸿回忆着伴随新中国成
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 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活法，国家富强我们才能老有所乐，
老有所学。
”陈国鸿说。
“这个活动特别好，
一段一段的小短
片。我来看这个展览，也了解了其他人
的故事，我们都是祖国强大的受益者。”
1938 年出生的王山说。
“时代日新月异，
老一辈和年轻人生
活方式不同，但热爱生活、充满希望的劲
头是一致的，
这也是今天所有人有共鸣的
地方。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内务社区党委
书记史海宁说，
希望活动能增进居民间的
了解，
共同分享国家强大带来的美好。
《我与新中国同岁》展览昨天在内务部
街27号开幕，
展览从个体视角，
回顾展现新
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变化。
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

1.3 万
“旅客”参与机场综合演练
急服务。通常情况下，十分钟之内就能
办理完成，保障旅客顺利登机。
首都机场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 2014 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工建设
之日起，当时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
分局同步组建了新机场公安处（筹）并派
驻警力，持续跟进新机场建设期间的安
全工作，加强了机场建设期间的内部安
全管理、消防安全监管、风险隐患排查和
警情先期处置等工作。
2018 年 11 月 1 日，首都机场公安局
揭牌，正式组建运行。期间，随着机场建
设工程的逐步推进，首都机场公安局分
批分阶段加大警力投入，全面摸排基础
数据、强化巡逻防控，成品保护、交通疏
导、治安防控、围界防护等方面各项安全
防范工作实现明显改观；同时与周边公
安机关开展专项联合执法，落实打击整
治各项职能，确保了大兴国际机场建设
期间安全平稳有序。
特别是在接收管辖后，首都机场公
安局狠打违法苗头、强化宣传震慑。9 月
1 日至今，首都机场公安局已接报 110 警
情 25 起，均以纠纷、求助为主。行政拘留
违法人员 2 名，
分别为打架和无证驾驶。
首都机场公安局主要职责是负责北

版式 / 李响

电话:85202869

5

学校周边早高峰延长 23 分钟
本报讯（记者 安然）市交管局昨
天发布下周交通预报，
随着中小学开
学，预计下周校园周边交通压力增
加 ，最 高 峰 出 现 在 7:20—7:45，海
淀、西城、东城、朝阳部分校区容易出
现车流集中的情况，
周边道路车辆通
行时间平均延长 23 分钟。工作日早
高峰将明显提前，
持续时间更长。
近期各大学学生返校，新生报
到，
以海淀区为代表的大学集中区域
周边部分道路容易出现短时车流集
中的情况。
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
东、西、北
部城区的二、三、四、五环，通惠河北

路、国贸桥区、肖家河桥区、莲石路，
以及京藏、京承、机场高速公路交通
压力较大。
9 月 15 日前，五棵松体育馆周
围可能仍将会有球迷集中前往。9月
8日、
13日，
15:00—16:00和21:30—
22:30，
场馆周边玉渊潭南路、复兴路
以及西四环路段将出现车流集中情
况，
前期通行时间平均增加 18 分钟。
周末城区将有交通管制，加上天
气适宜，远郊出游热度升高，预计房
山十渡、古北水镇、世园会等周边道
路容易出现车辆排队、停车位紧张的
情况。

北京全球健康中心成立
本报讯（记者 贾晓宏）北京全球健
康中心昨天成立，
将率先针对流感和流
感大流行、
援助几内亚公共卫生建设等
方面开展传染病防控研究合作。
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
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全球健康已
成为国际上重点关注和研究的方向
和领域。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
国际
交往频繁，面临众多全球性健康威
胁，
北京有必要也有能力承担更多的
国际责任和担当，
积极贡献北京健康
智慧和健康策略。
北京全球健康中心由市疾控中
心联合北京地坛医院、北京佑安医
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
京急救中心等共同组成。启动运行
后，
将重点提高北京对全球健康威胁
的应对能力，
保障本市公共卫生安全
和健康事业发展；
协助目标国家地区
应对重大健康威胁，
提高全球健康安

全；
提升北京市健康实施策略和理念
在全球的影响力，
技术能力达到国际
领先地位。
中心将率先针对流感和流感大
流行、援助几内亚公共卫生建设等方
面开展传染病防控研究合作。持续
开展
“一带一路”
合作项目，
从流行病
学角度解析斯里兰卡部分地区不明
原因慢性肾病可能的疾病原因，
并开
展相关培训。开展疾病负担及环境
与健康相关研究，
联合多个国家和地
区，
开展个体化防护评估和有效健康
教育，
形成干预措施建议。积极参与
国际卫生应急救援行动，
与相关国家
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国际
性大型活动保障方面的沟通协调机
制。开展控烟领域的合作与推广。
开展国际视角下北京控烟模式评价
及后期实施途径研究，
向国际推广北
京控烟经验。

市级社会心理服务人才库将建
本报讯（记者 金可）市委社会工
委市民政局昨天举行社会心理服务
站建设工作会，
市社会心理服务促进
中心主任龙斯钊介绍，目前全市 16
区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建设数量和面
积均已达标，
共计 17 个中心，
36 个站
点。本市将整合驻京科研院校、医疗
系统及心理服务组织专家智力资源，
组建市级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人才库。
一位男性患者时常觉得喘不上
气，
呼吸随时要停止，
不敢在家睡觉，
住在医院门口的招待所，
准备随时接
受抢救。他说，
只要看到急诊室的灯
光和救护车，心里就能平静些，要是
看不见，
就觉得自己不行了。这是呼
吸系统疾病吗？一位女性患者，
总觉
得胃不舒服，先后做了 20 次胃镜，都
没发现问题，
可就是觉得难受。这是
消化系统疾病吗？答案都是否定
的。这两位病人都患有“躯体化障
碍”，属于精神心理疾病范畴。龙斯
钊用两个生动的案例介绍了社区心
理服务需求现状。去年发布的《中国

城 镇 居 民 心 理 健 康 白 皮 书》显 示 ，
73.6%的人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
今年，
本市将社会心理服务站点
建设工作列入年度重要民生实事项
目。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将为辖区内
各种组织、各类人群提供方便、可及
的心理服务。提高居民心理自检能
力和防护能力，为辖区内各种组织、
各类人群提供有针对性、个性化的心
理服务。
今年的年度任务目标是每个区
至 少 选 择 建 设“ 一 个 中 心 ，两 个 站
点”，站点面积不低于 20 平方米、中
心不低于 60 平方米。截至目前，16
区站点建设数量和面积均已达标，
全
市共建成 17 个中心、36 个站点。
接下来，
本市还将整合驻京科研
院校、医疗系统及心理服务组织专家
智力资源，
组建市级社会心理服务工
作人才库，
方便各社会心理服务站点
根据本辖区居民社会心理服务需求，
自主对接合适的服务资源，
实现全市
社会心理服务人才资源合理调配。

34 岁狼垡立交桥即将
“退役”

首都机场公安局正式对大兴国际机场行使管辖权

本报讯（记者 张蕾）首都机场公安
局本月起正式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行使
公安管辖权，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刑事司
法各项工作职能。昨天，大兴国际机场
航站楼举行第六次综合演练，约 1.3 万名
“旅客”参与演练。有的“旅客”在办理值
机，有的在领取行李，未带身份证件的
“旅客”在办理临时乘机证明……一切在
井然有序地进行。
在大兴国际机场国际出发 4 层 4 号
门外停着两辆防弹运兵车，
这是首都机场
公安局设置的武装震慑岗。正在模拟站
岗的首都机场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二支
队民警曾宪刚介绍，
大兴国际机场楼前设
有武装震慑岗和防爆备勤岗，
楼内还有武
装巡逻和警犬巡逻。重大安保期间，
巡逻
组会增加巡逻时间，特别是夜间巡逻。
航 站 楼 内 ，有 民 警 正 在 巡 逻 防 控 。
带队的大兴机场航站区派出所二警队副
警队长郭锐介绍，航站楼内投入了大量
警力，加强巡逻防控的同时，也接受旅客
各类报警、求助。
在临时办证柜台，有不少“旅客”正
在办理临时乘机证明。现场民警介绍，
这是为未携带身份证件和身份证过期的
旅客，以及没有身份证的儿童提供的应

王国强

本报讯（记者 孙宏阳）位于京
良路上的狼垡立交桥近日体检诊断
为
“危桥”
，已进行交通管制。大兴公
路分局昨天介绍，
由于狼垡立交桥是
跨铁桥，
建设单位正在与铁路部门协
商，
未来将在原址建设新桥。
狼垡立交桥全长 133 米、宽 17
米，上跨京山铁路。1985 年竣工通
车，已经运行 34 年。立交桥所在的
京良路，是京西南交通要道，每天通
过该桥的车辆达 9000 辆左右，其中
大货车约 1800 辆。
大兴公路分局桥梁工程师付强
介绍，多年来由于大型重车持续通
过，
致使狼垡立交桥技术状况已降为
三类桥梁。公路部门今年对桥梁进
行了特殊
“体检”
，发现该桥病害有所
发展。8 月 27 日，大兴公路分局组
织召开狼垡立交桥专家技术评审会，
专家组结合桥梁检测数据，
最终确定
狼垡立交桥技术状况等级评定为四

类（危桥），
建议立即对该桥采取交通
管制，
限载、限速等措施。
被评定为“危桥”后，大兴公路
分局立即安排养护单位，在桥梁两
端及附近适当位置放置临时的桥梁
限载、限速提示标志牌。并组织设
计单位现场勘查，制订了该桥交通
导改方案。目前，该桥限制总重 15
吨、限 轴 重 10 吨、限 速 30 公 里/小
时，超限车辆需要绕行。按照导行
提示，西向东车辆可由芦西路走五
环绕过该桥，在芦花路出返回京良
路，东向西车辆可由丰园路或芦花
路上五环绕过该桥，在芦西路出返
回京良路。
按照规划，随着京良路扩建，完
成使命的狼垡立交桥将被拆除。付
强介绍，
由于狼垡立交桥是一座跨铁
桥，
建设单位正在与铁路方面沟通具
体方案，
未来桥梁拆除后将在原址建
一座新桥。

“周末大扫除”现场接诉即办

首都机场公安局昨天正式接管大兴国际机场公安工作，首次参与大兴国际机场
组织的演练。
本报记者 安旭东摄
京首都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空防安
全管理和公安执法工作，并管理天津滨
海机场公安分局，同时加强对河北机场
公安局的业务指导。此外，南苑机场公

安分局也已于今年 6 月 28 日移交首都机
场公安局管理，北京南苑机场的民航业
务全部平移至大兴国际机场后，南苑机
场公安分局机构相应撤销。

本报讯（通讯员 洪珊 记者 于
丽爽）家住景泰桥西南侧郭庄北里的
李先生没想到，参加周末卫生大扫
除，
现场向区领导反映的问题这么快
就得到了解决。
东城区领导干部近日到永外街
道参加“周末卫生大扫除·环境清洁
挑战赛”，在杨家园社区和居民一起
清理堆物堆料。大扫除结束后，
李先
生向副区长邹劲松反映，
景泰公园路
灯暗，能不能解决一下？昨天，景泰
公园就安装了 10 盏崭新的 LED 路
灯。从接诉即办到园林部门实地走
访再到购置路灯、安装设备，仅用了
12 天时间。
“我反映问题当天，东城区绿化

二队张队长就给我打电话，
和我核实
情况。过了几天，又给我打电话，告
诉我路灯正在采购中，大约一周到
货。一装上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李
先生说，
“ 景泰公园以前的路灯太暗
了，走到背光的地方，要用手机按出
手电筒。现在好了，
亮堂多了！”
将“周末大扫除”与接诉即办相
结合，是东城区最新推出的“周末大
扫除 2.0 升级版”。东城区将借助周
末大扫除活动平台，围绕疏整促、接
诉即办、城市更新改造、老城保护与
复兴等重点工作，
推进
“周末大扫除·
环境清洁挑战赛”
，破解停车管理、垃
圾分类、背街小巷和院落整治等社会
治理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