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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深入贯彻执行
“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切
实开展文物安全隐患排查，保护
我区文化遗产，近日，区文化委
员会、斋堂镇、区规划分局、区城
管执法监察局通力合作，经过前
期的协调沟通、制定方案、宣传

教育等工作，拆除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爨
底下村一处违法建设，既提升美
化了当地环境，也使我区具有历
史价值和人文价值的优秀传统
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

区文委/供稿

我区开展交通我区开展交通““查隐患补漏洞查隐患补漏洞””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孙宝明）面对

当前安全风险隐患较多、防范事故
任务繁重的局面，区公安分局交通
支队日前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
深入落实“四个狠抓”措施，强力开
展“查隐患补漏洞”整治专项行动，
着力加强辖区交通安全监管工作。

狠抓行动保障落实
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组织支

队班子成员及相关部门，召开百日
整治行动工作研讨会，结合市局、交
管局视频会议精神，通报我区交通
事故情况，研究辖区开展重点专项
行动相关措施。组织制定完善专项
行动方案，突出“四严”（严管交通行
为人，严查安全隐患，严整重点车
种，严控交通单位）重点，大力推进
防查管控工作。召开预防交通事故

百日整治行动部署会，通报今年以
来辖区交通安全形势，及酒驾交通
事故的典型案件，并就强化宣传教
育培训、安全制度管理、安全检查督
导，提出了工作标准和具体要求。

狠抓联动检查督导
区公安分局牵头联合区安监

局、区交通局在北京天龙燃气有限
公司召开了联合执法现场会，通过
指挥调度系统查、现场随机问询查，
检查单位负责人、安全员、押运员、
驾驶员对近期全国重大交通事故知
晓率，逐一检查19辆危化车辆制动
系统、行车记录仪、灭火器材等设施，
明令立即整改宣传教育有死角等问
题。先后深入到3个重点监管单位，
现场检查运输车辆的驾驶员档案、
行车记录，并通过GPS定位系统抽

查车辆的行驶路线及行驶状态录
像，发现安全例会制度落实不到位、
押运员配置不齐，责令单位立行立改。

狠抓问题倒查整改
区公安分局联合区交通局、区

市政市容委召开全区危化运输企
业、货运企业、渣土运输单位夏季交
通安全工作会，要求单位举一反三、
自查问题,切实落实单位交通安全
防范责任制。在全区通报5月份严
重违法超标的北京华人兄弟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等6个单位情况，制定
专项整治监管方案,并分别约谈了
单位负责人，责令制定单位安全运
营管理措施，同驾驶员签定《货物运
输交通安全责任书》。特别对北京
春溢通搬家有限公司、北京中宝饮
用水有限公司、北京天龙燃气有限

公司等3个单位进行停车整顿，全
体驾驶员办班集训，并进行交通安
全法规考试。

狠抓宣传警示教育
本着“源头监管、部门联动、综

合整治、齐抓共管”原则，区公安分
局深入建筑工地、专业运输等企业
单位开展宣讲活动，播放事故光盘，
发放宣传材料，讲解安全知识，推动
行业源头管理加紧落实。结合推进

“文明交通行动”，针对夏季及汛期
交通特点，督导培训货运人员和危
险品运输驾驶员，举案说法、反面警
示，强化重点群体安全责任意识和遵
纪守法意识，营造安全出行、文明交
通的浓厚氛围。期间，播放警示教育
片7场，培训重点车辆驾驶员350余
人，发放各类宣传材料3600余份。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6月16
日，区教委与德国沃尔夫斯堡俱乐
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三年，我
区将邀请来自德国沃尔夫斯堡俱乐
部的教练、球员，有针对性的对我区
中小学生进行足球指导。此项协议
的签订，有助于在全区范围内规范
性、普及性的推广校园足球运动。

“根据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德
国沃尔夫斯堡俱乐部的教练每学期
将会利用两个月的时间走进校园，
集中对我区青少年足球水平进行指
导，提升学生们的身体素质，推进我
区青少年足球改革，助力我区校园

足球运动发展。”区教委负责人说。
据了解，双方合作涵盖特色教

材、分层推进、教师提升、文化建设、
科学竞赛评价保障六个特色模块，
共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我区
校园足球工作体系初步建立，外教
常驻后，在足球特色校开展足球进
课堂活动，同时开展全区足球专业
师资培训、班级联赛不断完善；第二
阶段，校园足球发展体系进一步完
善，外教常驻计划成果显著。全区
学校开展足球进课堂活动，进一步
完善区、校、班足球竞赛体系，形成

“人人都参与，班班有比赛，校校有

特色”的发展格局；第三阶段，区域
特色的校园足球发展体系形成特
色，区、校、班联赛体系完善，校园足
球文化提升，每所特色校有1名较
高水平的足球教练员，在市级足球
竞赛获得优异成绩。

据了解，我区现有9所全国青
少年足球特色学校。2016年起，区
教委组织多批学生及教师赴广州恒
大足球学校、梅州富力足球学校进
行训练学习，今年寒假，又将选派一
中一小两支球队和12名教师到德
国沃尔夫斯堡俱乐部进行交流学
习。

“在听到我能去沃尔夫斯堡俱
乐部进行训练的时候我很激动，能
够到那里进行训练我觉得很幸运，”
一位曾到过沃尔夫斯堡俱乐部交流
学习的学生说：“那里的器材很好，
教练们很幽默，足球技术也很高
超。”

此外，我区还出台了《推进校园
足球工作发展实施方案》，实施青训
体系规范发展、足球文化引领发展、
足球课堂立足普及、足球联赛增进
交流等校园足球工作八项工程十八
条措施，推进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
全面持续发展。

德国足球俱乐部助力我区青少年足球运动

城子街道推进军民共建
促进军地双方各项工作
本报讯 近日，由区武装部

牵头，城子街道办事处与北京
卫戍区门头沟民兵装备仓库隆
重举行了居民共建签约仪式，
进一步推进军民共建工作。

活动中，双方表示要积极
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党建的新路
子，为广泛开展双拥共建活动
提出了建议，共同推进双拥工
作更加深入、扎实、富有成效地
开展，为军民共建创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

签约双方纷纷表示，要定期
交流，通过座谈、文化活动等方
式，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在积
极做好双拥工作的同时，着眼于
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的
总目标。军地携手共建，密切军
政军民关系，促进军地双方各项
建设和双拥工作的落实，推动发
展，使军民共建活动充满生机和
活力，并牢固树立军爱民、民爱
军的意识，真正以共建出成效。

城子街道/供稿

美化京西 从我做起
户外俱乐部组织公益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冰）近日，
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
京西山水户外俱乐部又一次在
王平村组织了安装铁链公益活
动，为其他驴友创造更便利的
穿越环境。

“王平村不远处有个地方，
冬季冰瀑飞挂，别有一番景致，
吸引了大量驴友前来观赏。但
是看完冰瀑再去京西古道的
话，需要过两个断崖，很危险。”
京西山水户外俱乐部的会员

说，在驴友的倡议下，俱乐部进
行了断崖处铁链安装工作，给
热衷于户外运动的驴友们提供
了一个较为安全的攀爬环境。

据了解，京西山水户外俱
乐部是民间自发的组织，为了
更好的把俱乐部打造为“绿色、
健康、和谐、有爱”的团队，2017
年以“美化京西，从我做起”为
理念，积极组织公益活动，包括
断崖安装铁链子、登山捡垃圾
等内容，共同美化京西。

我区第一所青少年邮局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 刘景来)6
月18日上午，“感恩父亲节暨齐
白石美育学校青少年邮局揭幕
仪式”在齐白石美育学校举行。

活动当天是父亲节，齐白石
美育学校的孩子们将自己的作
品制作成明信片寄给自己的父
亲，这些明信片成为了青少年邮
局成立的第一批邮品。

齐白石美育学校青少年邮
局是我区成立的第一所青少年
主题邮局，经邮政部门正式命名
列入邮局建制档案，有正式的日

戳，按邮政业务规章进行管理和
营业运作，是非营利性机构。主
要开展学生集邮、书信寄递等
邮政业务模拟体验活动。该主
题邮局的设立达到了邮政文化
与中国传统书画文化的完美结
合。

活动现场，区邮局开展了以
“我心中的榜样”为主题的精彩
邮票我来画活动。让孩子们通
过描绘自己身边优秀的人和事，
以“邮票”特有的文化魅力表现
心中的榜样，激励自己成长。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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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倩）相聚永定
河畔，同赏鼓舞太平。日前，由区文
委与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联合主办，区文化馆承办的第二
届“盛世舞太平——京津冀太平鼓”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在永定楼广场
举办。

今年是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也是太平鼓展演的第二届，活
动主题为“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
生动实践”。本届参展团队包含了
来自门头沟、石景山、丰台等区的
12支团队，其中社会团队9支、传承
学校3支，并邀请天津市北辰区、河
北省赵县、秦皇岛市抚宁区三个地
区的太平鼓团队进行展示交流活
动。参加展演的演员最大年龄70
多岁，最小的只有6岁。此次活动
的举办为群众搭建了文化展示的平
台，丰富了群众的业余生活。

近年来，区文委立足我区的发
展定位及文化资源优势，深入推进
文化品牌塑造、文脉保护传承、文化
服务提升、文创产业促进这四大工
程，充分发挥文化在发展中的引领
作用，大力挖掘、传承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组织开展了国家级非遗项
目2016“京西太平鼓”大型展演，妙
峰山传统民俗庙会、千军台庄户幡
会、传统山梆子戏、燕歌戏、蹦蹦戏
集中汇演，举办了非遗创意设计大
赛，以及非遗宣传体验游、非遗研讨
会等文化遗产弘扬系列活动，进一
步促进了非遗的活态传承，为我区

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我区的非遗工

作在各级文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取得了显著进展。截至2016年底
我区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3
项，其中国家级4项、市级12项。另
外，为更地好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
生活。2016年，区文委精心打造永

定河文化品牌，聘请专业导演及团
队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打
造提升，创作出“太平鼓声声”大型
舞剧。以永定河文化为依托创作出

“河魂河诵”民乐原创音乐会等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与文化传播内容。
通过高品质的文化定位、高水准的
艺术活动、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全方
位展现了永定河文化与京西门头沟
的深厚魅力，在提升永定河文化品
牌影响力的同时，为传统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搭建了展示和宣传的平
台。

下一步，区文委将继续结合我
区生态涵养的发展定位，做好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掘工作，实
施“活的博物馆”计划，与古村落保
护相结合，建设融文物保护、传统文
化展示、特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博
物馆群，建设古幡会博物馆，对永定
河文化博物馆进行数字化改造提
升，打造永定河文化展示先进阵
地。推广各类文化探访路线，组织
出版文化旅游丛书，建设景区书院，
不断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留住历
史的根脉，传承中华的文明。

盛事舞太平 非遗促传承

区食药监局
完成保健食品市级抽检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左清丞）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保健食品监
管工作，根据市食药监局工作要
求，近日，区食药监局积极行动，完
成上半年保健食品市级抽检工作。

为确保此次工作有效完
成，区食药监局结合日常监管
实际情况，增强靶向性，突出两
个重点，开展抽检工作。一是
突出重点企业。对平时检查中
发现问题较多的企业开展抽检

工作，以科学的监管手段进一
步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二是
突出重点功效。对增强免疫
力、减肥等易出现问题的重点
项目开展抽检，加强对此类保
健食品的抽检，确保及时发现
问题，及时解决食品安全隐患。

本次抽检共完成对10个批
次保健食品的抽检，提前完成
既定的60%的工作目标，确保
辖区保健食品的监管安全。

《京西时报》现招聘全职报纸校对1名，性别不限，
30-55岁，大专以上学历。要求了解门头沟区区情，关
注时事政治，有较强的文字编辑水平，做事认真、严谨，
有相关工作经验。生活地点在门头沟区，工资面议。
有意者，请先投放简历，一周内会通知面试，谢绝来电
来访。

联系邮箱：44036226@qq.com

招聘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