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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
“新高考”高中生选课走班下学期开始

学校不得强制为学生确定选考科目
本报讯（记者 武 玉 姗）下学期起，
“新高考”考生
目前正在读高一的首批
将首试选课走班。近日，北京市教委发
布 《关于做好新高考背景下普通高中
教学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学
校要配备学生发展指导专职教师，同
时，不得强制为学生确定选考科目。
2020 年，北京将迎来“新高考”。
考生高考成绩将由 3 门统一高考成
绩（语文、数学、外语）和考生选考的 3
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性考试
科目成绩构成。按计划，各校将在高一
第二学期末调查学生选课意向， 高二

年级开始针对选考科目及选学兴趣进
行选课走班教学。
通知指出，在新高考背景下，学校
要完善三级课程管理制度。 整体规划
三年课程安排， 开齐国家规定的各类
课程，开足规定的课时。充分挖掘课程
资源， 开发、 开设丰富多彩的选修课
程，满足学生选课需求。 同时，学校还
应结合实际建立选课指导制度， 在全
面调研，充分论证基础上，形成为学生
提供的课程说明和选课指南， 帮助学
生和家长了解学校课程开设情况，指
导学生形成个性化的课程修习方案。

学校要配备学生发展指导专职教师，
不得强制为学生确定选考科目。
为保障教学秩序稳定， 市教委明
确， 各学校可采用合理方式在高一第
二学期末调查学生选课意向， 高二年
级开始针对选考科目及选学 兴 趣 进
行选课走班教学。 学校要依据学生
选课情况， 合理排课编班和安排教
学计划，避免任意增减课时、增加教
学时间、 排课前紧后松、 班额超 45
人等现象。
选课走班势必会打破现有师资
平衡状态。 市教委要求，各区要科学

核定师资数量和各学科比例，充实和
调整高中教师队伍和学科结构，建立
健全师资补充机制。 同时制定区级全
员培训方案，有针对性加强每一名教
师走班和分层教学能力、学生发展指
导能力、综合素质培养能力。 学校要
合理安排教师教学任务和工作量，探
索适应改革需求的教师管理评价制
度，科学制定教师绩效标准。 本市将
在编制和进京指标等资源配置上向
普通高中学校倾斜，鼓励建立区级流
动教师资源库，多种形式解决师资补
充问题。

北京通过资源化处理让建筑垃圾重获新生

建筑垃圾监测用上卫星遥感

建筑垃圾是否处置清理可动态监测

为了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本市已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对违法建设
拆除完成进度进行动态跟踪监测，重
点针对建筑垃圾的产生、 垃圾堆放面
积、 处置清运进展进行持续监测与分
析， 及时掌握拆违地块范围内的建筑
物拆除、建筑垃圾堆放、场清地平、留
白增绿现状信息， 为决策和监管提供
基础数据支持。
上午， 记者在二十一世纪公司看
到，大屏幕上显示着监测点位每月的监
测影像。 记者了解到，遥感可以动态监
测拆违的进度以及建筑垃圾处置等实
时进度，卫星可以保证实时点位，按照
任务来自主调度。据介绍，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共对大兴、 通州、 房山等区域
12000 多个重点拆违点位进行监测。
拆违过程中如何开展卫星遥感动
态监测？ 据介绍，拆除前：监测地表覆盖
情况，建筑面积、分布等信息；拆除中：
开展拆迁进度监测， 判别工程未拆除、
拆除未平整、绿网覆盖；拆除后，监测建
筑垃圾分布、建筑垃圾消纳、拆迁是否
平整和绿化等状态。 按区、街乡镇对各
类情况占地面积进行统计并制图。 同
时，卫星遥感影像及监测数据成果可为
监督检查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本报 讯（记者 武 玉 姗 蒲 长 廷）随
着“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进
行，如何更环保高效地处置建筑垃圾
成为现实问题。 记者今日从北京市发
改委获悉，通过精细化治理、资源化
处置，建筑垃圾将重获新生。
昌 平 沙
河镇半固定
式建筑垃圾
资源化处置
中心，建 筑 垃
圾处置后将
再 生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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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再生产品多渠道利用
近日，市住建委会同市发改委等
10 个部门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
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
见》，其中明确，建筑废弃物在拆除现
场存放时间不得超过半年；鼓励使用
移动式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处置设施，
对建筑废弃物现场资源化处置，应实
时监测重点污染物；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资金将予以支持，建筑垃圾
处置费用标准试点按不高于现行建
筑垃圾处理费标准 150%执行。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政策为再生产品利用提供了“出口”，
明确拆除产生的建筑废弃物去向。
“鼓励全社会提高意识，共同参与，既

发挥各区主体作用，也鼓励各相关部
门、施工单位、项目单位等参与进来，
共同促进再生产品利用。 ”
意见中明确，拆除类项目，应当
在拆除现场实施建筑废弃物资源化
综合利用。 各区可因地制宜建设 1-2
个临时性（或半固定式）建筑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设施， 待任务完成后拆
除，规划国土、环保等有关部门应依
法加快办理相关手续。
据介绍，下一步，本市将继续提
高建筑垃圾的处理能力，以资源化处
理为主， 同时将打通再生产出口，并
进行精准化调度。

仿真冰场进社区 夏日滑冰“不出门”
本 报 讯（记者 马 晓 晴）夏天也能
在家门口滑冰了！ 为了迎接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的到来，东城区体育馆路
街道在东四块玉文化广场搭建了一
块 52 平方米的仿真冰场， 于早 9 点
至晚 6 点免费对辖区居民开放。
昨天下午 4 点， 记者来到东四块
玉文化广场看到，体育馆路小冠军俱乐
部的 6 到 12 岁的孩子们正在仿真冰场
内滑冰。“
10 到 50 岁的居民都可以体
验这项运动， 现场我们还提供免费冰
鞋，并有专业教练义务指导教学。 ”体育
馆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瑞芝说。
据王瑞芝介绍， 仿真冰场位于东
四块玉文化广场，前身是一块拆迁滞留
地，曾经垃圾成堆，环境恶劣。 街道整治
提升后， 根据居民需求建成 6000 多平
方米的社区健身乐园和文化广场，满足
居民的健身休闲和文化娱乐需求。
“我们和专业厂商洽谈， 厂商免
费为我们在东四块玉文化广场搭建
了 52 平方米的仿真冰场， 受到了居
民尤其是小朋友们的欢迎，报名体验
通道开启后，这个项目的报名人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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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爱家纺荣誉制作 小朋友在仿真冰场玩耍

多，很快就达到了 300 人。 ”体育馆路
街道文教卫体科王妍说。“
仿真冰和真
冰相比感觉相差无几， 但是更安全，特
别适合我们这种初学者。 ”家住在长青
园社区的居民刘丽告诉记者。
此次仿真冰场免费体验活动共

摄 / 记者 杨益

持续 5 天。 仿真冰场拆除后，这里将
恢复成夏日文化广场。 下一步，街道
将根据居民的需求，计划再举办秋季
体育文化节， 鼓励更多居民参与进
来。 未来，还将计划定期铺设仿真冰
场，满足居民滑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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