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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今天是
国家宪法日，昨天上午，我区中小学
宪法教育主题活动在中央工艺美术
学院附属中学拉开帷幕。在 12 月 2
日-8 日宪法宣传周期间，我区将开
展 300 余场宪法宣传教育活动，预
计全区将有近十万学生参与。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
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
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
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
力。”活动上，工美附中的全体师生
肃立在学校礼堂，一同朗读《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铿锵有力的声音久
久回荡在校园里，庄严而神圣。

据了解，在“国家宪法日”，全区
各中小学都将开展“宪法晨读”活
动，通过诵读宪法部分内容，营造仪
式感，感受宪法的尊严。

宣传周期间，我区将围绕“尊崇
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运用宪法”主题，通过模拟法庭、
情景剧、知识讲座、绘制板报等形式
将宪法教育融入广大师生的课堂以
及日常生活中。教育系统各单位将

开展形式多样的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300 余场，做到中小学生、干部教师
全覆盖。各中小学校将根据自身特
点举办70余场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据介绍，宪法宣传周期间，全区
各中小学学生将登录教育部全国青
少年普法网，观看百个青少年宪法
课堂视频，参加线上宪法知识挑战，
争当“宪法小卫士”，并点亮“小火
炬”；区青少年法治学院还将举办以

“运用法律思维 提升家校沟通效
果”为主题的第四届东城学区普法
讲堂；中小学生还将有机会走进区
人民法院，参加由法警队的警员们
举行的庄严而隆重的升旗仪式，听
法官讲法律小知识等。

据了解，下一阶段，我区将继续
加大宪法主题教育的力度，充分发
挥区青少年法治学院法治实践教育
优势，扩展宪法教育实践基地数量，
开展实践活动；依托区教师研修中
心围绕宪法主题进行学科教学评优
活动和师资专题培训；面向中小学
生开发研究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学
习的宪法（法律法规）学习资源。

太庙腾退项目签约率达100%
腾出空间将建设绿地，今年中轴线遗产区范围内重点文物腾退任务全部完成

太庙内住有73户居民

太庙位于天安门东侧，是明、清
两代帝王祭祀本朝先祖的家庙，始
建于明永乐十八年 (1420 年)，占地
200 余亩，其建筑遵循周代“左祖
右社”的规制，与社稷坛相对，是
北京保存完整的大型明代殿式风
格建筑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也是中轴线申遗确定的遗产
点之一。

1950 年，政务院会议决定将太
庙改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划归北京市总工会，并于当年“五
一”作为首都职工文化活动场所对
外开放。由于历史原因，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在太庙东北角区域、体育
场看台下和故宫端门东墙下共有 73
户居民居住，其中，外单位职工 27
户、文化宫职工46户。

“居民聚居在此，不仅破坏了文
物整体风貌，而且存在安全隐患，其
中防火是最大难题。”北京市劳动人

民文化宫副主任张毅说。

奖励期内100%签约

2018 年年初，按照北京新版城
市总规及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的
要求，太庙文物腾退工作启动。我
区与市文物局建立统筹机制，加大
市属产权文物的协调力度，北京市
总工会与东城区政府建立联席会
制度，成立太庙文物腾退项目指挥
部，落实资金和调剂房源，深入做
好居民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制定腾退方案，经联席
会确定项目腾退工作、补偿方案及
实施方式。

11 月，在区政府、北京市总工会
和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精心筹
备下，项目资金对接、现场看房、居
民动员等准备工作陆续完成，并于
11 月 22 日正式启动签约。截至 12
月1日，73户居民在奖励期内完成签
约工作，签约率达100%。

腾出空间将建成绿地

区住建委副主任陈蓓介绍，目
前，72户居民已经交房，剩下的 1 户
正在搬家。接下来，将对居民提供
的资料进行资格审查，安排居民办
理公证手续，并组织居民进行选房、
领取补偿款等事宜。待所有居民腾
退后，文化宫将根据有关规划进行
房屋拆除，腾出的空间将建设成绿
地，最大限度恢复太庙历史格局及
风貌。

据了解，太庙文物腾退项目是继
清华寺二期、社稷坛文物腾退项目、
天坛公园文物腾退项目之后，又一
在签约期内顺利完成的项目。至
此，2018 年中轴线遗产区范围内重
点文物腾退任务全部完成。太庙文
物腾退项目的顺利进行，为 2018 年
中轴申遗综合整治画上完美的句
号，同时也为今后重点文物腾退项
目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并起到
良好的示范效应。

全区近十万学生学宪法
宪法宣传周期间，教育系统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宪法宣教活动300余场

我区两家图书馆
入选“十佳优读空间”
分别是东城区一图王府井书店分馆和角楼图书馆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 李冬梅）
“国家宪法日”前夕，我区部分单位和街
道也开展形式不同的宪法宣传活动。

11月29日，以“弘扬宪法精神 为新
时代护航”为主题的首届朝阳门街道普法
嘉年华活动在朝阳门街道史家胡同博物
馆拉开帷幕。现场活动包括“宪法在我心
中”主题诗歌朗诵、“我们一起为法治朝阳
门打Call”手工制作以及法律咨询等。

11 月 30 日,我区第六届“法治文化
你我他”法治文艺节目展演暨2018年法
治文艺大赛颁奖典礼，在区第一图书馆
影剧院举行。东城区人民法院选送的
朗诵《最美东法人》、北新桥街道选送的
群口快板《说法学法》荣获一等奖。

展演围绕“宪法之光”“法治人在路上”
“法治梦中国梦”三个篇章，展示了2018年
东城区法治文艺大赛优秀获奖节目。

宪法宣传活动
走进社区

南池子大街53号院位于太庙东北角，有65户居民。12月2日，记者在现
场看到，居民已经全部搬离，施工人员正在搬运废弃物，为拆除房屋做准备。
院子里违建随处可见，有砖混结构的厨房、厕所，也有砖头砌成的煤棚子，只留
下1米宽的过道可以通行。

文化宫职工王建平在这里住了19年。“我们一家三口住在18平方米的房间
里，不仅拥挤，而且不通风，采光也不好。”提起明年6月即将入住的新房，王建
平喜上眉梢，“80到90平方米的两居，小区绿化挺好，楼间距大，光线也不错。”

为保护古都风貌，北京市政府近几年持续推进文物腾退工作。近日，记者从区政府
了解到，太庙文物腾退项目于11月22日启动签约工作，截至12月1日，签约率达
100%。下一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将根据有关规划进行房屋拆除，腾出的空间将
建设成绿地，最大限度恢复太庙历史格局及风貌。 本报记者 庄蕊

院子里违建随处可见探访

“市民随手拍”APP正式启用
城市管理问题实现“一键”上报，居民动动手指即参与社会环境治理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11 月 30
日下午，由区网格中心主办的“市民
随手拍”APP 宣传推广活动在东四街
道党群活动服务中心举行,“市民随手
拍”APP正式启用。

占道经营、“开墙打洞”、违法建
设……以往，遇到这些城市管理中的
问题，需要先向社区上报，社区再上
报到街道，街道再联系相关部门进行
解决，颇费周折。如今，居民可通过
APP“一键”上报，问题通过 APP 直接
上传到区网格中心管理平台，由区级
平台下派到专业部门处理。

问题即时上报
处理进展全程追踪

活动上，来自东四街道二条社区
的居民贾雪芳现场下载了“市民随手
拍”APP。打开APP，主页面包括“我要
举报”“我要建议”“为民热线”等板块。
点击“我要举报”，可即时上报发现的

问题。上报方式不仅支持照片、视频、
语音、文字等，还支持自动定位功能。

在问题处理期间，举报者还可通
过 APP 实时关注上报问题的处理进
展情况，进行案件流转的全程追踪，
并对案件办理阶段进行满意度评价，
以及对案件整体办理进行满意度测
评。在 APP 上，居民还可以就一些具
体问题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

据讲解员介绍，居民每成功上报
一个案件，均可获得5元话费，赢得积
分。每月积分前 10 名还可获得 100
元话费奖励。

贾雪芳说：“有了这个 APP，上报
问题变得快捷了，方便了。回去后，
我要把它推荐给我的家人和朋友们，
让大家一起关心咱们身边的环境。”

试运行4个月
结案率达95.3%

据悉，“市民随手拍”APP 是区网

格中心为推进我区落实精细化环境
治理工作而研发的一款 APP，通过
APP 吸引广大居民关注身边环境，共
同参与社区环境治理。

“市民随手拍”APP于今年 5月研
发上线，并面向区环卫中心工人及部
分网格助理员进行试运行。在试运
行 4 个月中，区网格中心共收到通过
APP上报案件 3986件，已处理完成案
件3799件，结案率达到95.3%。

据区网格中心调研员李光升介
绍，经过网格助理员和城市管理监督
员内测优化，本次活动是“市民随手
拍”APP 首次面向全区居民。该 APP
最大的优势就是发动居民的力量，提
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李光升表示，下一步，“市民随手
拍”APP宣传推广活动将在辖区 17个
街道相继开展，帮助居民在互动交流
中学习使用 APP，并将其有效应用到
日常生活中，以此推进居民参与全区
环境治理工作。

活动

本报讯（记者 史昕玥）经过
各区推荐，层层筛选，北京市文化
和旅游局近日公布“第三届阅读
北京·十佳优读空间推优活动”评
选结果，其中，我区两家图书馆成
功入选，分别是东城区第一图书
馆王府井书店分馆和东城区第二
图书馆分馆——角楼图书馆。

此次评选中，共有 15 家区级
图书馆推荐了 21家基层图书馆参
加“优读空间”评选，最终 10 家胜
出。所有获奖的阅读空间除了标
准化的硬件设施，还有许多特色
服务，凭借各自的优势吸引了一
大批粉丝。

东城区第一图书馆王府井书
店分馆，作为全市第一家开在书
店里的公共图书馆，开创了馆店
结合的模式，其独特的“你选书我

买单”服务吸引了许多普通人的
目光。读者在王府井图书大厦看
中的新书，可以拿到六层的图书
馆内办理新书入藏手续，并当场
把书借走。这项服务将图书馆的
采编业务前移至一线，使新书上
架周期最大限度缩短，将选书权
利充分交给读者。开馆 4 个月以
来，到馆读者 2 万人次，其中 600
余位读者直接参与了“你选书我
买单”活动。

角楼图书馆则以丰富多彩的
活动为人称道。自 2017 年 10 月
28 日开馆以来，这家图书馆举办
了 477场群众文化活动，直接参与
的读者达 37000余人次，使角楼图
书馆成为集阅读服务、文化展览、
文化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新
地标。

腾退签约现场。 记者 张维民 摄

在“国家宪法日”主题教育活动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200名学生进
行宪法晨读。 通讯员 唐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