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6月 23日 星期五 丁酉年五月二十九 第 1105 期

刊 号: 京 内 资 准 字 2003- L0060 号 今日四版

主办单位/北京市门头沟区广播电视新闻中心 热线电话:69849082/69847961 网址:www.bjmtgnews.com 门头沟区为民服务信息平台/热线电话:616-96156 本版责编/李剑韬 本版美编/郭其瑞

区监察委办理首例留置案件
本报讯（通讯员 潘峰）

近日，区监察委办理了首例
留置案件。

今年5月，区监察委成立
后，将追逃防逃工作作为反
腐败斗争的重要任务，成立
全区反腐败协调工作小组，
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任务，

根据本区追逃工作重点人员
情况，深挖线索，上下贯通，
左右联动，内外协调，于6月
16日成功将在逃10多年的
原北京矿务局构件厂业务员
刘红旗抓获归案，并办理首
例留置案件。

刘红旗被成功的追逃是

北京市监察体制改革期间门
头沟区监察委主动出击成功
追逃的第一起案件,使北京市
在中纪委挂帐在逃人员得到
减少。“天网2017”行动已全
面启动，腐败分子即使逃到
天涯海角，只要尚有一人在
逃，追讨、追赃就绝不停止。

全区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 李倩

苑辉）6 月 21 日上午，区委副书
记、区长付兆庚带队检查了我区
防汛隐患排查工作。6月 21 日
晚，我区组织全区各专项分指、各
镇街、各成员单位召开应对强降
雨工作紧急会议，区委副书记、区
长付兆庚出席会议并讲话。

按照国家防总召开的防汛抗
旱视频会议内容及市委防汛视频
工作会指示精神，部署全区防汛
工作并要求全区各单位立即启动
各项应急预案，进入紧急防汛状
态。

6月22日，区委副书记、区长
付兆庚一行先后到我区军庄铁道
桥、三家店、滨河路泵站、城子西
街社区、冯村桥南、葡东小区查看
了防汛应对工作、安全生产工作。

付兆庚要求，各单位要针对
工作责任开展隐患点地毯式排
查。尤其是险村险户再次排查，
并按照强降雨标准要求立即开展
转移工作。国土部门、公路部门
要立即开展山体灾害监测点的排
查、积滞水点的排查、避险安置点
的隐患排查、行洪沟道清淤工作
排查及老旧小区存在的排洪、积
水问题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付兆庚指出，各单位要严阵
以待，各项应急预案要立即启动，
抓好防汛各项措施的落实。要到
现场实地进行检查，认真履行属
地职责，阻止人员进入禁入区，要
设置关卡，派人把守。气象部门
要加强与上游地区联合会商，及
时掌握上游地区天气情况，科学
研判，及时发布本区预报预警信
息。还要加强值班值守，确保24
小时联系畅通。强降雨期间全员
停休，深入到社区、村、险点进行
盯守。

付兆庚强调，要严格按照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工作部署，积
极应对本次强降雨过程。各级领
导要在防汛抗灾的第一线，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做到

“五个到位”：即领导机制到位、转
移群众到位、实战演练到位、党组
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到位、
督察到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又讯（记者 李倩）为确保汛
期城市运行平稳，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我区各单位立即启动
各项应急预案，严阵以待，进入战
时状态，并将天气状况做到滚动
告知，以极端负责的精神落实各
项防汛措施，做好强降雨天气应
对工作。

记者从区旅游委了解到，为
应对强降雨天气，我区境内潭柘
寺、戒台寺、妙峰山、十八潭、双龙
峡、神泉峡、爨柏景区、黄芩仙谷、
灵山、小龙门、珍珠湖、百花山、道
景区、定都峰、瓜草地15家A级山
区景区（点）已经临时关闭，恢复
营业时间将另行通知。区旅游委
还广泛发布手机信息告知广大市
民不要前往山区游玩。

“永定镇辖区小流域内平房
交错，防汛形势严峻。多条河道
淤泥较多，垃圾杂物堆积，对防汛
形势构成了极大威胁。”永定镇负
责人介绍说。

近日，为提升辖区排洪沟的
防汛排洪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永定镇启动对冯
村村域河道及周边环境的综合整
治工作。

在整治现场记者看到，有的
清理人员深入沟内，手持铁锹等
工具对堵塞河道的垃圾进行集中
清理，有的对体积较大的杂物进
行徒手搬运，地面上的工人将清
理出的垃圾杂物装入运输车辆。

一旁，挖掘机等机械设备沿河道
对沟底堆积的淤泥进行了铲除和
装卸。清扫人员对河道周边路面
的杂草、杂物开展了全面清理。
此次冯村河道清理整治工程，涵
盖了冯村北沟及支沟、宝林寺沟
及支沟共 4 条河道，项目总长
2100米，有效的提升了辖区排洪
沟的防汛排洪能力。

强降雨前期，我区各单位对
辖区汛期安全隐患开展地毯式排
查，并开展险村涉拆滞留户转移
等工作。

记者获悉，雁翅镇经过对辖
区24个村（居）的排查和梳理，所
涉及行洪的各大沟域河道通畅。
排查群众转移安置地点共36处，
当前状态全部安全。截至目前，
该镇应转移316户，781人，已全部
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游客57人。

王平镇安排包村居干部到村
内协助排查、解决防汛安全隐患，
严格落实险户转移，做好后勤保
障工作。截至目前，险户已全部
转移，共计险户205户，454人。

潭柘寺镇加强险户排查。全
镇按照“七包七落实”的防汛工作
要求，已将险户33户78人转移到
安全地带。

清水镇认真落实对处于15
个地点的危险点365户793人进
行转移，截至目前，全部转移安置
到位。同时做好转移人员的后勤
保障工作，在险情未排除前，要求
不得返回。

军庄镇按照相关预案和职责
分工，逐一检查落实了各项防范
措施，配齐了车辆、设备等抢险物
资，对摸排出13个险户27人全部
进行了安全转移工作，并在8处
灾害易发泥石流地区安装了安全
提示牌。

记者在龙泉镇赵家洼村看

到，大部分村民已经离开家，投亲
靠友。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摸排，
向个别不愿离开的村民传达避险
通知，村民也表示，暴雨来临前会
到应急避难点避险。村委会设置
的临时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
水、床等生活用品，保障避险村民
日常生活。截至目前，龙泉镇已
全部转移涉险村民25户46人，救
援设备和物资也已配备完毕。

此外，我区各成员单位还积
极落实应急预案的实战演练环
节。目的是通过应急演练，达到
检验和提高各单位应急队伍应对
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能
力。并通过启动应急预案，高
效、有序地处置环境突发事件，最
大限度降低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
程度，保护人民群众和区域环境安
全，切实保障我区汛期环境安全。

与此同时，强降雨期间，我区
各相关单位加强值班值守，并深
入到社区、村、险点进行盯守。

区交通局充分发挥道路交通
防汛分指挥部的职责，积极组织
区公路分局、区市政市容委、区交
通支队等成员单位，成立公路保
障组、城市道路保障组、公共交通
保障组、交通管制组，确保道路交
通运行安全有序，并且保障抢险
物资充足，抢险队伍准备到位。
各成员单位尽职履责，严阵以待，
时刻保持战时状态。

气象专家提醒，此次降雨来
势凶猛，公众要注意防范强降雨
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
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等灾害。

区防汛指挥部提示广大市
民，注意出行安全，避让积水地
段，不要进入河道和危险山区，防
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及泥石流、
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

姚宝良/摄

国家卫计委

到我区调研健康影响评价工作
本报讯（记者 屈媛）6月 19

日上午，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副司
长宋树立一行到我区调研健康影
响评价工作，副区长庆兆珅陪同
调研。

会上，区健促办介绍了我区
“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工作情
况，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介绍健康
影响评价方法和路径框架方案，
并由参会人员研讨提出修改意见
和建议。

汇报会结束后，调研组到区
总工会现场考察职工体质监测健

身指导中心工作情况，现场听取
工作人员讲解。之后调研组到门
城湖公园实地查看健康步道建设
情况。

宋树立对我区健康影响评价
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
价。她表示，门头沟区要进一步
加快各项健康评价机构建设，优
化服务群众流程，着力打造全民
健康管理品牌；要推进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均等化，不断加强行风
建设和履职尽责工作，使健康影响
评价工作更好的服务于地区百姓。

区政协领导走访政协委员
本报讯（记者 苑辉）6月 20

日上午，区政协主席张冰带队前
往区环保局，走访区政协委员，并
对我区环保工作进行调研。

区环保局负责人介绍了今年
的工作举措，以及存在问题和下一
步重要工作。区政协副主席、九三
学社门头沟区支社主委安长生介
绍了九三学社门头沟支社的组织
建设情况以及本职工作的情况，并
表示，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更好
地带领本党派人士在政协履行参

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职能。
张冰表示，环保局党组支持

政协工作和委员履职，主动接受
民主党派监督，充分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境界和胸怀。
安长生委员作为党派主委，注重
党派自身建设，讲政治，讲规矩。
她说，区政协长期关注我区环保
工作，今后将继续通过政协协商
平台，增进环保共识，为地区环保
事业贡献力量。

区政协副主席张满仓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特级教
师达到16人，市级骨干教师增加到
54人；完成新建、改建中小学及幼
儿园38所；2016年高考本科上线
率达到86.88%，为历史最高……这
些都是五年来我区努力实施教育
改革，扩展优质教育资源,提升区
域教育水平交出的成绩单。

五年来，我区加大了教育经费
投入，不断完善教学配套设施等硬
件建设，在教育改革的推进力度上
狠下功夫，引进了名师名园名校，
教育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全区整
体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群众
对全区教育满意度显著提升。

翻开我区教育发展的大帐本，
一组资料清晰地映入读者眼帘：五

年间，我区充分借助优质资源优
势，先后引进北京八中、景山学校、
人大附小、首师大附中等学校在我
区建立校区，实行“一个法人一体
化管理”；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实
施“京师系列”建设，创办了京师实验
小学和京师实验中学，并由北师大教
育学部遴选的教授担任校长，探索教
授办学模式；依托区内优质资源，
实施“山谷系列”建设，充分发挥我
区大峪中学、大峪二小等学校的优
势，带动我区薄弱学校协同发展。

据了解，全区现有幼儿园 31
所，可提供学位数达8580个，同时
18所优质小学开办附属幼儿园，让
更多的孩子享受幼小融通培养带
来的便利；英语学科的平均分与市

平均分的差距逐渐缩小；2014年以
来，政府购买教育服务项目共为我
区中小学提供常规课6000余节，
高端辅导课4200余节；万余名学
生享受到了优质的课堂教学，从中
获益。

“我区学生核心素养与综合能
力得到显著提升，学生实践、创新、
探究能力得到全面发展。”区教委
负责人说。

五年来，我区对全区教育布局
进行了科学规划和调整，山区确保
每个镇一所寄宿制中心小学、一所
中心幼儿园、初中学校根据实际情
况适当集中；门城地区划分为北
部、中部、中南部和南部四个教育
带，每个教育带均有优质学校带

动，形成了包含幼儿园、小学、初
中、高中的“一体化”教育服务链。
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提高了
老百姓对我区教育认可度，教育社
会满意度逐年提升，“小升初”出区
择校的学生由前些年的每年两三
百人减少到2016年的十几人。

这样的努力背后，是我区高考
本科上线率持续稳步提升，三所高
中校个性化培养成效显著。2016
年全区高考重点一本上线率比去
年 提 高 了 2 个 百 分 点 ，达 到
20.53%，本科上线率首次突破80%
大关，达到86.88%，较2015年提高
8个百分点，为历史最高。中考成
绩560分以上的学生达到36人，
500分以上587人，均为历史最高。

我区开展“防范打击
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倩）为全面
深入推进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
传教育工作，有效遏制非法集资
案件高发势头，维护金融市场秩
序和社会稳定，6月19日上午，区
发改委联合华厦银行门头沟支行
共同举办了“防范打击非法集资
宣传月”活动。

活动现场，区发改委设立防范
和打击非法集资咨询台和宣传展

板，并为来往市民发放宣传材料。
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提醒广

大市民，要积极学习和了解非法
集资相关法律政策，选择正规渠
道进行投资理财，对于以网络虚
拟货币升值等噱头引诱投资人投
资、鼓励发展他人并给予提成、特
别是许诺超高收益率等行为，要
保持高度警惕，以防投资者上当
受骗。

努力实施教育改革 扩展优质教育资源

我区启动应急预案 进入紧急防汛状态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研究加强基层党建等有关事项
本报讯（通讯员 刘楠）近日，

我区召开区委常委会议，研究我
区加强基层党建和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有关事
项。区委书记张贵林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北京市委基
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精
神，研究我区下一步工作安排，强
调要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工作，按
照北京市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
推进会部署要求，研究我区进一
步提高农村、社区、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等领域党建工作举
措，明确任务清单，加强制度化、
规范化建设，强化督查考核，不断
提高我区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会议研究了《全区关于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的工作方案》，强调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
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
好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的必然要
求，是坚持思想建党、组织建党、
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深化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是凝心聚力促
进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内在需要。

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
要切实把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压
实主体责任，抓常、抓细、抓长。
领导干部要发挥带头表率作用，
带头学、带头做，自觉参加所在党
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
动，严格执行双重组织生活制度；
各党支部书记要切实负起责任，
发挥党支部的主体作用，根据岗
位特点和工作实际创新活动方
式，引导党员立足岗位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确保“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区人大领导倾听社情民意

架起群众与政府的“连心桥”
本报讯（记者 王腾）6月 20

日上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国
才一行来到中门花园社区，接待
了中门花园、龙山一区、坡头西街
等社区选民代表，广泛征求选民
的意见和建议，面对面倾听社情
民意，努力为民代言、办实事，架
起群众与政府的“连心桥”。

在选民接待活动中，选民就
经济社会、民生事业等群众普遍
关心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看法。
对此，陈国才逐一记录，并表示将
通过相关渠道进行反映，同时在

今后的政府工作中，与相关部门
共同对选民的意见和建议加以研
究、落实，给选民答复，让选民满
意。

陈国才表示，将尽快把选民
提出的建议落到实处，做到“反映
有办理，办理有结果，结果有反
馈”，切实解决选民和群众的热
点、难点问题。同时，希望广大选
民和区委、区政府共同携手、同心
协力，抓住我区宜居宜业宜游现
代化生态新区的建设机遇，谱写
我区建设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