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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政府近日发布的
《辽宁省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
治理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小区
配套幼儿园应按规定办成公办
幼儿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 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
园。 政策同时对小区配套幼儿
园规划、建设、移交、办园等环
节的治理工作提出要求。

近期， 辽宁将对小区配套
幼儿园规划、建设、移交、办园

等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治
理。 在幼儿园规划、建设方面，
提出对已建成的小区未规划幼
儿园的，市、县（市、区）政府要
通过补建、改建或就近新建、置
换、购置等方式予以解决。 对已
规划幼儿园但不能满足小区实
际需要的，县（市、区）政府要通
过依法调整规划、 扩增配建幼
儿园规模予以解决。

同时， 要严格按照相关标

准进行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
对有幼儿园完整建设规划但未
按要求开工建设或者未同步建
设的，市、县（市、区）政府要约谈
建设单位， 责成其限期按标准
完成配套建设。 对存在配套幼
儿园缓建、缩建、停建、不建等
问题的，在整改到位之前，不得
办理竣工验收。 不按时落实整
改要求的， 将依法依规实施联
合惩戒。

已建成的小区配套幼儿园
应按照规定及时移交当地教育
行政部门， 未移交的应限期完
成移交， 对已挪作他用的要采
取有效措施限期予以收回。 有
关部门要按规定对移交的幼儿
园办理土地、 园舍移交及资产
登记手续。 已办理移交手续的，
教育部门要在接收后12个月内
实现开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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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召开全
路公安机关视频会要求, 对于
办理乘车临时身份证明交费照
相问题,要本着方便旅客、服务
旅客的原则, 公安制证窗口一
律通过公安部人口信息系统核
实办证人员身份, 不得要求办
证人员提供照片, 更不允许要
求办证人员到指定地点照相办
理。

同时, 公安部铁路公安局

还要求, 对办理乘车临时身份
证明相关公告、 须知等再次进
行排查, 清理办证需提供照片
相关内容。

“今后再有发现一律严肃
处理。 ”公安部铁路公安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 目前全路公安机
关按照要求, 利用三天时间进
行了一次自查自纠, 各项措施
均已落实到位, 铁路公安机关
管理的办证窗口均未再发现要

求提供照片的情况。
中国铁路总公司客运管理

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 已对全
国所有铁路客服人员进行培
训,下发了培训要求,培训到每
一个人, 在回答旅客咨询时明
确告知办理临时身份证不再需
要拍照片。 同时,对问题的知识
库也进行了更新,“如果新来的
铁路客服人员不清楚, 检索关
键词也可以正确回复。 ”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部分
火车站在公安部人口库内有旅
客照片的情况下, 还需旅客提
供照片,如果没有携带,就需花
费数十元现场拍照。 不仅增加
了旅客的经济负担, 而且添加
了不必要的办理流程, 给旅客
带来不便, 更与当下倡导的简
化办事程序、 提高行政效率的
精神背道而驰, 引起旅客的普
遍质疑。 /新华社

坐火车办临时身份证明不用拍照了

“请问下一炉面包什么时候
烤好？ ”在法国展园中，等待购买
面包的队伍快要“冲”出了门口。
几位面点师傅手中面粉纷飞，现
场烤制着长棍面包、 巧克力面
包、牛角面包等。 装满面粉或新
鲜出炉面包的小车不时在作坊
内外进进出出。

展馆负责人索尼娅说，面包
伴随法国人的一日三餐，是法国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游客
们也能通过这种方式体会到“法
式风情”。“一开始我们不太确定
中国游客能否接受这里的面包，
但看到这么长的队伍后就放心
了。我们很感激中国游客对我们
青睐有加。 ”一位面点师傅说，开

园当天，他们就烤制了上千个面
包。

面包作坊外，两面木墙上
种了绿植，几束鲜丽的花朵穿
插其中。 这是为了呼应北京世
园会的主题“绿色生活 美丽
家园”，特地制作的“植物角”。
相邻的主展馆外墙上也缀满
了各色植物，让法国展园看上
去像是一个微缩的城市花园。

“‘绿色生活美丽家园’对我
们来说并不仅仅是个概念，它涉
及饮食、居住、穿戴等各方面。 因
此，这里的木墙所用木料都是可
循环的。用来灌溉植物的水也被
收集循环使用。 ”索尼娅说。

展馆内还有一个玻璃罩子，

里面放置着几件造型各异的饰
品。“绿色生活的理念同样体现
在‘美’的方面，所以我们这里还
有以玉米为原料设计制作的首
饰。 ”索尼娅介绍，展园里还有用
不同植物为原料制成的服装，

“饮食、 穿戴……植物几乎能满
足生活中的一切需求。 ”

不远处的墙上，还粘贴着一
幅大型黑白填色画： 葡萄园、城
堡、凯旋门……法国的景色尽收
眼底，小孩子们用各种颜色的笔
在上面画得不亦乐乎。“通过这
幅填色画，你可以感受到法国是
一座大花园。我们有多种多样无
可替代的自然风光。 ”索尼娅说。

去年11月，中法环境年启动

活动在北京举行，旨在加强双方
在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对
话与合作，携手应对全球环境挑
战。

索尼娅表示，能在中法建交
55周年之际参加北京世园会，
对法国来说意义非凡。“世园会
是场全世界的盛会， 各国应同
心协力， 共同探讨如何实现绿
色生活， 给后代提供一个更好
的生存环境。 ”她说，“法国来参
展， 就是表示我们愿意与中国
一同为绿色生活做出贡献。 两
国过去和现在都精诚合作，未
来也会如此。 ”

/新华社

美食与美景“绿色之道”
北京世园会法国展园见闻

辽宁：

小区配套幼儿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

哈尔滨市交通违法“随
手拍”举报平台创建一年来，
得到市民的积极参与。 记者
在哈尔滨市公安局了解到，
截至目前， 全市已审核通过
近万条违法举报， 发放奖励
金13万余元。

为鼓励市民积极参与交
通违法行为治理， 规范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举报奖励
工作，打造文明、有序、安全、
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去年5
月1日，哈尔滨市交警部门创
建了交通违法“随手拍”举报
平台。

据介绍，“随手拍” 有奖
举报运行一年来， 注册用户
已达64646人，共受理交通违
法举报48605件，其中通过手
机提交违法38882件，行车记
录仪提交违法9723件。 作为
证据审核通过的9591件，每
件交通违法的奖励金为10元
至40元， 共发放举报奖励金
1377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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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
交通违法“随手
拍”一年发奖13
万余元

记者从湖南省教育厅
获悉，湖南近期将重拳整治
中职学校违规招生行为。 对
中职学校违法违规招收的
学生不予注册学籍，并视情
节严重程度， 责令市州教
育、人社部门给予调减招生
计划、暂停招生资格、吊销
办学许可证等处理；对情节
严重、影响恶劣的违规招生
办学行为直接挂牌督办或
驻点督办， 并督导问责；对
情节严重、 涉嫌犯罪的，将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招
生办学行为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日前印发。 方案
指出，湖南将对违法违规招生、
违规联合办学、学籍管理违规、
违规设置专业、违规组织实习、
违规校外设点等六类突出问
题开展专项整治。 包括以下具
体问题：向生源学校或老师支
付招生费、劳务费、推荐费等；
提前招收初中未毕业学生；发
布虚假招生简章和招生广告，
在办学性质和层次、招生专业、
文凭发放、毕业生就业等方面
虚假承诺或欺骗学生；中职学
校通过虚假注册学生学籍或
双重注册学籍冒领、套取助学
金和免学费资金； 通过中介机
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
学生实习；侵占、克扣学生的顶
岗实习报酬； 收取企业以学生
实习、 就业等名义支付“人头
费”、劳务费等。

湖南省还将建立健全中
职学校指导性招生计划管理
办法等制度文件， 建立民办
中职教育负面清单制度和退
出机制， 对整改后仍不达标
的中职学校逐步压减招生计
划直至有序退出学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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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中职学校违规招
生可被吊销办
学许可证

4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刊登《办临时身份证坐火车,非得拍照证明自己是自己？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公安部铁路公安局有关负责人回应称,已要求
所有办证单位和人员不得再要求办证人员提供照片。

连日来，世界民族民间文
化荟萃系列活动在世园会上
演，吸引了大批游客观赏。“北
京日”期间，来自12个中东欧
国家的100位外国艺术家每天
为观众呈现充满异域风情的
表演。 8至10日，贵州省黔东南
州歌舞团和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歌舞团还将为游客奉
上多场民族艺术展演，游客可
现场欣赏著名牛腿琴演奏家
的表演，体会侗族古老乐器的

艺术魅力。
北京世园局大型活动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世园会期间
将“月月有重点、周周有交流、
天天有展示”， 从6月到10月，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民
族文化艺术展演、北京优秀民
俗文化展等系列活动都将陆
续举行， 展示国内外艺术、民
俗及旅游文化。

同时，“国家日”“荣誉日”
“省区市日”、花车巡游等特色

活动以及7项园艺类的国际竞
赛也将在会期轮番上阵。 尤其
是在8月举办的世界花艺大赛
上， 各国选手将同台竞技，为
观众带来一场美轮美奂的花
艺盛典。

北京市副市长、北京世园
会执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
红表示， 将有6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在世园会期间开展
文化活动， 北京世园会将成
为多种文化艺术形式和国际

多元文化相交融的文明对话
平台。

来自塞尔维亚的巴尔干
王国乐队主唱飞龙和他的乐
队此次是首次来京， 受邀在
世园会上表演。“北京世园会
如同童话幻境，非常美丽，能
在这里为中国朋友展示我们
传统的音乐艺术， 与中国艺
术家们交流，我非常高兴。 ”
他说。

/新华社

从“中国味儿”到“世界范儿”：

约2500场文化活动将“亮相”北京世园会
塞尔维亚民谣、捷克木偶剧、京剧表演、天津快板、非遗展示……北京世园会自4月底开园以来，多场中西交融、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在园区举行，让游

客大呼过瘾。 据悉，世园会期间，约2500场文化活动将陆续展开，让游客细品“中国味儿”、领略“世界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