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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全面推进创卫环境治理建设

《门头沟区文化探访导览图》免费发放

本报讯（记者 李倩）虽然里约
奥运会已经圆满结束，但全民仍沉
浸在喜悦之中，分享奥运精神，快乐
健身。

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享受着
挥汗如雨的乐趣，以及锻炼后带来
的身心愉悦。轮滑、羽毛球、篮球
……市民的健身热情盖过了高温天
气。记者看见不少市民用运动诠释
健康生活，享受健身乐趣。市民张
女士告诉记者，分享奥运精神，快乐
健身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还锻
炼了自己的身体。

金谊平/摄

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四十三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倩 实习记

者 王腾）8月24日下午，我区召
开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
次会议,会议通过北京市门头沟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区、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
关事项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罗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罗斌在讲话中表示，区人大
常委会要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
作，围绕计划执行、预算执行、政
府性债务管理、“七五”普法规划
编制等情况多提意见和建议。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生
辉、许彪、何渊、李轶出席会议。

区委常委、副区长张永，副区
长张满仓列席会议。

又讯（记者 李冰）8月25日
上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罗斌主持
召开区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传达区人大常委会关于
区、镇人大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
决定，宣布区选举委员会成员名
单，传达区人大党组关于区、镇人
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

会议通过了投票日的决定，
通过了设立14个选举分会的决
定、通过了关于授予各分会职权
的决定，通过了区选举委员会各
分会组成人员名单，通过了区选
举委员会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及
工作任务。

区领导丁勇、许彪、何渊出席
会议。分享奥运精神分享奥运精神 乐享快乐健身乐享快乐健身

落实整改措施 打造美丽门城

本报记者 屈媛

城子街道社会组织服务孵化园
是城子街道工委主办的枢纽型社会
组织。在城子街道所辖22个社区
中，目前活跃的各类群众性民间组
织百余个，每年参加各种活动人数
过千人。

伴随着我区社会发展，人民生
活的不断改善，对于基层公共服务
和文化娱乐的需求及要求也在不断
增加。为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
基层建设，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治
理中的积极作用，为居民提供更好
的公共服务，城子街道工委成立社
会组织孵化园。通过孵化器这种先
进的模式，使各类社会组织得到标
准化、正规化的培育，一方面加强规
范管理，统一协调合作；另一方面充
分利用社区特有的资源优势，采用

“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打造品牌。
城子街道办事处成立街镇级枢

纽型社会组织孵化中心（简称孵化
中心）将辖区各个领域里散落的草
根社会组织聚拢起来。通过孵化中
心的孵化培育，包括对社会组织的

使命愿景、战略规划、组织管理、运
营模式、团队搭建、项目设计等方面
进行梳理。同时在入壳考察、组织
诊断、能力建设、一对一辅导、组织
增能、资源对接、注册支持、办公场
地、出壳及落地跟进等方面提供专
业支持，使初创期的社会组织“从无
到有，从小变大”；发展期的社会组
织“由大变强”。建设孵化中心的根
本目的是搭建平台，向街道辖区内
社会组织提供“统一、集约、有形”的
帮扶服务，形成一条促进城子街道
辖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完整公益服务
生态链，在“大美京西”建设中发挥
社会组织协调作用。

孵化园有600多平方米，根据
服务功能划分五个功能区：展览展
示区。在这里有近年来，我区及城
子街道社会工作的部分成果和活动
展示，和孵化园请的一些专家教授
的简介，还有入驻的12家社会组织
的logo墙；合署办公区。有20个
工位，其中12个是固定工位，目前
入驻孵化园的12个社会组织都可
以在自己的工位上办公。此外，还
设有8个流动工位，主要由一些社

区组织使用；沙龙交流区。针对性
地举办沙龙、座谈、头脑风暴等多种
类型的活动。大家在工作之余，在
相对随意的时间里，把它当做一个
温馨的港湾，来聊聊天、喝喝茶，建
立工作联系；培训会议区。可以开
展一些一对一咨询、小型研讨会或
集中培训。西侧的展柜主要展示的
是孵化中心这几年来开展工作的一
些成绩和成果；接待洽谈区。作为
孵化园接待、业务洽谈区域，来访人
员可坐下来交流，同时观看孵化园
的相关视频资料。

针对城子街道各类民间组织服
务水平、人员素质能力参差不齐、发
展程度迥异的现状，孵化园将根据
基层实际需要，将分布在辖区的各
类公益力量组织起来，以社会组织
为单位，在入壳考察、组织诊断、发
展规划、能力建设、一对一辅导、资
源对接、注册支持、办公场地、出壳
评估和宣传推广等方
面提供专业支持和帮
扶；对社会组织中的
骨干力量进行发掘和
培养，通过开展各类

培训，使他们掌握社会组织的工作
方法、项目管理方法等必要知识，提
高其组织管理和市场开拓能力。根
据社会组织成长不同阶段，帮助其
掌握申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扶助
社区团体向社会组织方向发展，为
他们提供优质的展示平台和推广品
牌的机会；组织各种丰富多样的培
训、沙龙等活动，引导社会组织自我
造血，实现良性发展。通过“走出去
请进来”的方式开阔社会组织视野，
增进交流和实践。

城子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城子街道社会组织服务孵化园本
着立足街道服务社区原则，严把孵
化门槛，入驻一批，孵化一批，出壳
一批，成功一批，进而梳理和挖掘其
中优秀的社会组织或底蕴深厚的项
目，打造出我区城子街道的品牌，带
动整个街道工作的发展。”

城子街道孵化社会组织形成完整公益服务生态链

聚拢草根社会组织 培育高质服务平台

本报讯（通讯员 杜莹）
“美术师亲手绘就65张图片，
内容涵盖我区各级各类文物
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民俗博
物馆……”区文委整合区内
重要的文化、文物、旅游及非
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精心制
作了《门头沟区文化探访导览

图》。近日免费对公众发放。
该图正面共采用 65张

图片，内容涵盖了各级各类
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民
俗博物馆、文化戏楼、革命纪
念馆、AA 以上旅游景区。
背面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

游景区都提供了简要介绍。
据悉，以手绘地图的方

式整合区内文化文物资源，
促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在北
京市16区尚属首次。区文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公众可
通过参与文化活动、微信互
动等多种形式免费获取《门
头沟区文化探访导览图》。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8月
23日上午，区委书记张贵林一行
到北京京门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调研，听取了企业相关工作汇
报并指导工作。

张贵林在讲话中指出，京门
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区属
国有企业，要明确自身定位，在全
区经济发展中主动发挥作用，通
过自身做大做强带动地区发展，
同时要发挥好民生基础保障作
用，真正成为有激情、会经营、懂
管理的优质国企。

张贵林要求，要严格遵守现
代企业制度，按照“三重一大”、

“四会”等制度要求，充分实现规
范化管理。要加强国有企业改革
工作，通过市场化机制，激发企业
活力，多元投资，主动与品牌企业
合作，打造一批强管理、善经营的
二级公司。要加强国有企业党建
工作。要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凝聚发展共识，推动国有
企业良性发展，同时要做好人才
队伍的引进与培养工作。

区领导张兴胜一同调研。

张贵林到京门商业公司调研时强调

激发企业活力 推动企业发展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传播永定
河文化，打造永定河文化品牌，8
月16日，区文委入驻今日头条，
开设“永定河文化”头条号。8月
19日，今日头条北京频道首页重
点推荐了永定河文化节开幕式新
闻，推荐量超10万。

利用今日头条传播优势，加
大永定河文化传播力度，是此次
文化节宣传的又一新举措。此
前，区文委已开通永定河文化网
站，并与区政务微信——京西门
头沟、区内有影响力的微信平台
——京西杂谈合作，借助新媒体

传播平台，传播我区独特的文化
魅力。区文委负责人表示：“文化
是一个地区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核
心竞争力，对文化品牌的打造直
接关乎地区综合实力。我区是文
化文物大区，有着博大的文化积
淀、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
资源。区文委将不断整合新媒体
传播平台，利用有效的传播途径
和先进的传播手段，在更大范围
内传播展示永定河文化，不断提
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我区的文
化软实力，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我
区发展的宝贵动力。”

区文委入驻今日头条

永定河文化引发广泛关注

本报讯（记者 李倩）以往私搭
乱建的简易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整齐划一的沿街商铺；昔日乱停
乱放、随意占道的流动摊贩没有了，
一条条干净整洁的街道展现在百姓
面前；刺鼻的异味也没有了，空气变
得格外清新……近日，记者行走在
整改后的街道，惊喜之情溢于言表。

连日来，全区上下以饱满的工
作热情、扎实的工作态度，积极打造
美丽门城新形象。随着创卫工作的
深入开展，我区脏乱差的环境状况
得到明显改善，干净、整洁、有序的
城市新面貌正逐渐呈现在人们面
前。

记者从区城管执法局了解到，
自开展整改工作以来，截至日前，全
局共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550人次、
执法车辆540台次，检查并走访宣
传“门前三包”责任单位538家，规
范责任落实不到位158起，店外经
营71起，堆物堆料33起，拆除私搭
乱建17处，清理取缔占道经营早点
摊8家，现场开具责令整改54份，
已处罚5起，罚款2600元；拆除清
理户外违规及破损广告、牌匾标识、
软质条幅、临窗广告等共119处，已
处罚1起，罚款1500元；告诫清退

无照游商112起，已处罚72起，罚
款7600元，暂扣占道经营机动车3
辆，占道经营电动三轮车7辆；协调
城管志愿服务队辅助清除非法小广
告120余张，已处罚非法散发、张贴
小广告等行为5起，罚款1400元；
处理违法建设3起，拆除近110平
方米；突击检查在施工地现场60家
次，现场开具责令整改6起，约谈责
任人6人次，已处罚5起，罚款7.2万
元；配合属地镇街等相关部门清除
违规集装箱4个，拆除违规简易房3
个，清理暴露垃圾31车，清除“僵尸
车”1辆，清除违规早餐车3辆。

“我家一直就住在这里。以前
这里占道经营现象非常严重，道路
坑坑洼洼，而且污水横流，路两边扔
了很多垃圾，墙上的小广告花花绿
绿。自创卫工作开展以来，乱倒垃
圾、乱泼污水、乱贴小广告的现象不
见了，街道两边的房屋粉刷一新，市
容市貌一天比一天干净整洁，大家
住着心里也舒服了不少。”看着创卫
工作带来的变化，居民张大爷高兴
地说。

区环卫中心相关负责人说，自
8月15日至20日，区环卫中心累计
出动4984人次、车辆248部 1396

车次，清运垃圾1608.35吨，转运垃
圾1548.38吨，清运粪便731.76吨，
清理增产路早市、龙门至圈门、西北
环线南口工地口、石门营路东口、石
龙北路、背街小巷等路边杂草、卫生
死角26处,对54个垃圾桶加装了
新桶盖，更换垃圾箱29个，更换垃
圾桶14个，垃圾箱喷漆42个。

与此同时，环卫工作人员每天
完成全区262万平方米道路清扫保
洁和小广告清除工作，加大了工作
力度，重点加强了城乡结合部的道
路清扫保洁工作，保持道路全天候
以及高峰时段的清洁。每天做到
4705个点位垃圾设施清运垃圾彻
底，日产日清，不积存，清运工作流
程规范。严格执行专业队伍的业务
质量和服务标准，231座环卫产权
公厕实行免费开放，重点加强了市
场内、梨园、三家店等城中村、城乡
结合部公厕的管护。环卫产权设施
做到了每50延长米增设数量充足
的灭鼠毒饵站，按规范在灭鼠毒饵
站内投放鼠药，并且
每天早晚进行灭蚊蝇
消杀，同时还做好了
本单位的灭鼠、蚊、
蝇、蟑工作。

“截至日前，我区共出动执法人
员4156人次、执法车辆1033车次，
检查各类食品经营单位共计983户
次。对双峪市场、坡头市场、梨园地
区、三家店地区、高家园地区、信翔
市场周边、惠康家园周边、惠润家园
周边、西北环线地区等重点区域的
食品经营户进行了督促检查，发放
宣传单1500余份，下发执法文书
106份，现场关停104户……”区食
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按
照我局专项行动方案和动员大会部
署安排，建成区及城乡结合部范围
内的5个食药监管所全体工作人员
以及其他8个食药监管所部分工作
人员将继续对创卫范围内的中小餐
饮单位、小商店和有形市场进行监
督检查，督促食品经营户整改和保
持已有成果。”

随后，我区各单位、部门将继续
针对此次迎检排查暴露出的问题，全
面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创新服务管
理模式，全面推进我区的环境建设。

巩固国家卫生区创建成果巩固国家卫生区创建成果
推进现代化生态新区建设推进现代化生态新区建设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区、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

有关事项的决定

（2016年8月24日门头沟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乡镇人民代
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门头沟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对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
选举有关事项决定如下：

一、门头沟区区、镇人民代表大会于2016年下半年进行换届
选举。新一届区、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 2016年 11月同步选出。
新一届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 2016年 12月底以前举行；
新一届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2016年11月底以前举行。

二、门头沟区新一届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与本届相同，
总名额为168名。新一届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与本届相同，
总名额为450名，各镇的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与本届相同。

三、区、镇设立选举委员会，在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领导下，分别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选举委员会设
立办公室，负责办理选举的具体事务。

北京市门头沟区选举委员会
关于投票选举日期的决定

（2016年8月25日门头沟区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北京市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
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门头沟区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

2016年11月15日为选举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的投票选举日。

门头沟区选举委员会
2016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