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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
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重启关闭10
年之久高考之门的序幕，就在这次会
议上拉开了。

座谈会上，一些高校代表说，
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
现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人才。
发言引起邓小平高度重视，他果断
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就从今年
开始。

邓小平在有关高等学校招收新

生文件的送审稿中，对高考招生的政
审条件作了大段删改。他明确指出：
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
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教育部制定
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的意见》。当年10月，这一意见由中
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并得到国
务院批准。10月22日，《人民日报》
刊登报道，向全国人民正式公布恢复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977 年冬天，570 万年龄参差
不齐的青年走进了高考考场。这
次考试规模之大，不仅创造了中国
教育史上的最高纪录，亦堪称世界
之最。

1978年春天，27.3万名高考制度
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踏进了
大学校园。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严格
考试，实现公平竞争，择优录
取。录取工作重在本人表

现，上大学可以不受家庭问题的牵
连。新制度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
拥护。中国重新开启高考之门，预
示着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
代的来临！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重启高考之门重启高考之门

本报讯（通讯员 邓天宇）“接诉
即办”是促进民生服务的重要举措和
创新机制，雁翅镇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期间对“接诉即
办”高度重视，在工作推进上下真功
夫、下大力气，真抓实干，把群众的小
事当大事，把群众的诉求当重点，有
效解决了一大批困扰百姓的烦心事、
操心事、揪心事，赢得了民心，切实提
升了“接诉即办”工作质量水平。

党员集体“下沉”，“未诉先办”。
从源头解决群众问题，变以往的“坐
等上门”为“主动出击”。结合主题教
育调研走访工作，该镇24个包村工

作组及村居“两委”干部根据排班表
每天下沉到各村（社区），实行党员

“一帮一”“一帮多”，主动“拦诉”“办
诉”，将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梳理、提
前预防和解决，把问题苗头解决在群
众投诉之前，把事情办进群众的心坎
上。同时，对反映集中的问题进行梳
理分析，将可能引发的诉求提前告
知、提前处置，力求实现“办理一个案
件带动解决一类问题”，逐步实现“未
诉先办”。自主题教育开展至今，已
主动拦诉37件，解决24件。

班子每日会商，精准研判。明确
“日通报”制度，当天的问题台账详情

班子集体会商，对诉求问题涉多个
科室的，实行主责领导与包村领导
共办双负责机制，按照“一单一策”

“分类施策”要求狠抓解决，不允许
推诿现象存在。针对截至目前未解
决的28件疑难棘手诉求，班子每日
会商、每月专题调研，对于可迅速办
理的，联系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对短
时间内解决不了的，做好群众解释
工作，明确分步解决方案，确保工作
取得实效。

纪委压实责任，从严督查。实
行“双预警”机制，工作专班派单第3
天提醒承办科室及时办理，亮“黄

灯”预警；派单第5天向主管领导反
馈未办理工单，向承办科室亮“红
灯”预警。实行“双回访”机制，案件
办结后，工作专班及时回访，对于未
解决、不满意的第一时间反馈承办
科室再办理，诉求再次办理后，工作
专班再回访，努力做到提高解决率、
确保满意率。镇纪委监委牵头，对
问题办理情况和干部履职尽责情况
进行全程监督，对推诿扯皮、办事不
力的相关科室责任人，由镇领导对
其进行约谈和诫勉，严重的适时进
行工作调整，切实树立主题教育“为
民服务解难题”的导向。

雁翅镇三项举措抓实雁翅镇三项举措抓实““接诉即办接诉即办””

依托全市乡镇（街道）粗颗粒物监测网络系统，共
对约325个乡镇（街道）粗颗粒物进行监测排名，门头
沟区9月30日-10月6日镇街TSP浓度（微克/立方
米）排名情况（倒序）如下表：

9月30日-10月6日镇街TSP浓度
（微克/立方米）排名情况（倒序）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
日，永定镇小园一区社区居委
会针对社区居民反映，小区标
识、墙体楼号牌存在缺失的情
况，将九地块、十地块的两个
主要出入口改造装饰，安装了
新的楼号牌，既美化社区环
境，又方便了居民识别。

还没走进小区，就被门口

的靓丽标识吸引，金色的字
体、红色的砖块和白色的墙面
成为一体，互相呼应，让人眼
前一亮，社区还在标识下种植
了鲜花、绿化了草坪，改善了
社区环境。

社区还在原来的位置换上
了崭新的标准号牌，标注着楼
房的编号，看起来格外醒目。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本报讯（记者 李倩）连日来，区公路分局细致排
查了人行过街天桥的安全隐患问题，发现过街天桥
桥上防护设施齐全，但是桥下三角区及桥墩存在安
全隐患，缺少防护及警示设施，行人行走在天桥下部
很容易造成人身伤害。为此，区公路分局主动出击，
积极进行人行过街天桥桥下三角区及桥墩安全防护
施工。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人行过
街天桥桥下三角区（坡道、梯道或其他部位与地平面
形成夹角的范围）净空不足2米（含2米）的范围进行
护栏围护；同时，对位于人行步道范围内的桥墩做了
黄黑警示标识。此次施工，区公路分局共对6座管养
人行过街天桥下新设了防护护栏285米，在桥墩上张
贴了黄黑警示标识25处，更新盲道2处。

下一步，区公路分局将继续加强对管养天桥的
巡视与保洁，及时清除桥上、桥下以及维护空间内的
垃圾与杂物，确保天桥干净，安全。

区公路分局进行
人行过街天桥桥下安全防护施工

琉璃渠村
提升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龙
泉镇琉璃渠村积极落实“六
城”联创工作要求，统筹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和环境建设、

“创城”“创卫”各项指标要求，
按照最严的考核标准，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记者在琉璃渠村看到，昔
日村内大街小巷的乱堆乱放
现象不复存在，私搭乱建拆除
后的地面和墙体也进行了硬
化、绿化、美化处理。整洁的
街道，美丽的公园，使得琉璃
渠村环境得到大幅提升。

村民们的感受最为明显，
纷纷表示：“过去街道特别脏

特别乱，私搭乱建的现象也特
别多，通过整治，道路干净了，
花草也多了，你看那个琉璃的
花盆弄的特别漂亮，我们大家
心里边儿挺高兴的。”

据了解，农村人居环境专
项整治期间，琉璃渠村共整治
各类环境点位266处。

琉璃渠村党总支书记李建
华介绍：“村内成立了一支80
余人的整治队伍，划分12个环
境区，要求村干部及时发现问
题、整改问题。下一步，我村将
继续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以治脏治乱治差为重点，为村
民创造更优美的人居环境。”

小园一区社区
新增小区标识 美化社区环境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TSPTSPTSPTSP浓度浓度浓度浓度 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 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

龙泉镇 76 1 208

大峪街道 72 2 222

军庄镇 72 2 222

城子街道 69 4 241

永定镇 65 5 268

妙峰山镇 62 6 284

王平镇 61 7 290

东辛房街道 57 8 304

雁翅镇 52 9 320

斋堂镇 51 10 322

潭柘寺镇 51 10 322

清水镇 49 12 328

大台街道 44 13 330

本报讯（通讯员 魏强）近
日，北京市“我和我的祖国”百
姓宣讲团三分团走进我区城
子街道办事处和东辛房街道
办事处开展宣讲活动。400多
名党员干部、社区群众现场聆
听了本次宣讲。

宣讲活动在庄严肃穆的
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门头沟区
区委党校张董、房山区政协沙
秀英、中铁十九局集团鲁启
腾、北京朝阳医院王洋、北京
瑞蚨祥绸布店有限责任公司
袁莹、通州区台湖镇次渠社区
魏文启、93658部队一级军士
长邓士兵等七位宣讲员，作为
首都不同战线干部群众的优
秀代表通过亲生经历和真情

实感，追忆红色京华、激情岁
月，讲述春天的故事，唱响美
好新时代。充分宣传展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光辉
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最后，大家共同唱响了《我
和我的祖国》，为新中国70华
诞献礼。通过这次宣讲活动，
将更加激励勠力同心、砥砺奋
进的门头沟人，紧紧围绕在以
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干
事创业的决心，为建设“绿水青
山门头沟”城市品牌，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我和我的祖国”百姓宣讲团
走进我区开展宣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常广瑛）为什么
地球上永远看不到月球的背面？想
知道月球背面外星人的传说么？中
国 首 次 火 星 探 测 将 要 看 到 什
么？……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
自远亲自来到门头沟区首师大附属
中学永定分校带来了关于《迎接第一
个100年中国的深空探测》科普讲
座，为孩子们呈上科普大餐，让孩子
们感受深空探测的科技魅力！

现场讲座及互动中不时发出赞
叹及热烈掌声，有的学生说：“听完欧
阳爷爷的讲座，我很振奋，我感受到
了我们国家的强大，感受到科学家的

科学精神，他们艰苦奋斗，追求卓越，
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也应该努力学
习，热爱科学，不负青春，成为一个对
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有的学生
说：“我最喜欢我们学校的地球科学
实验室，在天文科普室里，用天文望
远镜欣赏多彩的星空、研究月相的变
化、八大行星重力差异、探索宇宙更
多奥秘。”

近几年，我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
者认真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计划纲要》的文件精神，坚持以课堂教
学为主渠道，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科学
知识的能力；以教育科研项目为载体，

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以“科
技节”为主阵地，大力开展科普教育和
丰富多彩的科技竞赛活动。

目前，全区两所学校被评为北京
市学生金鹏科技团，15所学校成为市
区科技示范校，每年一度的“山区学生
科技节”为大山里的孩子点燃了科学
的梦想，成为全市品牌。以首师大附
中永定分校地球科学和大峪中学生
命科学为代表的一大批高端实验室，
为学生探究科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下一步，区教委将以金鹏科技团
承办校为龙头，依托五所市级科技示
范校的发展特色，建设四个区级中小

学科技教育学院，包括：生命科学学
院、电子与信息学院、地球与环境学
院、模型学院，坚持整体推进与典型
引领相结合，辐射全区中小学校，促
进我区科技教育的发展，培养和提高
中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
升综合素养。

此外，本次活动得益于北京市各
民主党派重点支持门头沟区“8+1”
行动，科普中国——科学大咖面对
面，是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
中央副主席、九三北京市委主委刘忠
范的大力倡导下，由九三学社北京市
委着力打造的高端科普品牌。

我区学子与科学大咖面对面我区学子与科学大咖面对面

本报讯（记者 杨铮）孩子
不想去幼儿园，每天早晨大哭
大闹，这大概是很多幼儿家长
每天最头疼的问题。这两天，
新世纪幼儿园想出了好办法，
老师在校园门口画出了一块停
车场，孩子们可以骑着自己心
爱的脚踏车上下学，不但提高
了积极性，同时也学会了遵守
规则、严守秩序。

“小小滑板车，推进车位
内，入园先停好，我是好宝
宝”。在区新世纪幼儿园的校
门外，一排白色划线的迷你停
车位格外醒目，这是幼儿园专

为小朋友们增设的专用停车
位，大家都按顺序将自己的小
推车停放在车位里。

停车位的设立，受到家长
们的一致好评，孩子们也在停
车的过程中养成了守规矩的
好习惯。为保障孩子们的推
车不丢失，幼儿园还安排安保
人员随时巡逻看守。

据了解，迷你停车位设立
于今年9月底，全长约20米，
可同时停放30多辆儿童三轮
车和踏板车，五颜六色的小车
整齐的摆成一排，成为了幼儿
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增设迷你停车位
培养孩子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