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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八次会议

视察我区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情况

区十六届人大工作实现良好开局

以推动发展为重点
积极促进三大功能有机融合
关于监督工作
常委会认真贯彻实施《监督法》，围绕改
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反映的
热点问题，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方式，加大监
督力度，提升监督实效，推动区委重要决策
部署的贯彻落实，支持和促进“一府两院”依
法行政、公正司法。

▼

护监督。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强对环境

保护和生态治理工作的监督力度，促进中央
和市环保督察要求以及各项压减指标的落
实。一是对大气污染防治、环境综合整治、
农村地区“煤改清洁能源”和“减煤换煤”工
作进行监督，并跟踪推进我区污水处理工
服务首都建设大局，加强转型发 作。建议区政府坚持环境优先原则，把环境
展监督。围绕服务首都建设“四个中心”的 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进
大局，把监督重点放在疏解非首都功能、落 行科学决策和全局规划；强化环保责任落
实区域功能定位要求上，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实，在严格执法、监督管理和协调配合上增
和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听取了区政府 强防控合力；促进环境共治，构建群防群治
关于人口调控暨“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 的防控工作体系。二是加大了执法检查力
动工作报告，推动区政府处理好“舍”与“得” 度，配合市人大监督计划的实施，开展《北京
的关系，守住“十三五”规划设定的人口红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全市实施情况的执
线，加强疏解整治与优化提升的统筹推进， 法检查联动，努力推进我区生活垃圾管理工
着力改善民生和人居环境，促进城市精细化 作。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加强民生事
管理。二是听取了区政府上半年计划执行
情况的报告，批准了区政府调整年度重点工 业监督。 坚持民生导向，积极回应人民群
程部分项目任务目标的报告。建议区政府 众关切，深入推进民生事业的发展和改善。
关注中央新政策及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一是把棚户区改造作为全区头等民生大事
对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综合分析研判 来抓，持续开展监督，对即将交付的小园 8
我 区 财 政 经 济 结 构 现 状 及 走 势 并 做 好 应 号和城子居委会等地块安置房建设完成情
对。三是实地视察了斋堂镇灵水村古村修 况进行了视察。建议区政府坚持以人民为
缮及旅游运营、雁翅镇碣石村旅游开发等旅 中心，高标准严要求，全力以赴加快棚改安
游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对 24 个美丽乡村建 置房建设；综合考虑群众生活需求，大力推
设开展了专题调研。建议区政府为未来谋 进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进度；完善棚改新区社
划，进一步整合旅游资源，形成发展合力；对 会管理服务，促进城市建设和谐发展。二是
细节打磨，发扬工匠精神，进一步提升旅游 持续关注教育事业发展，听取了全区教育资
产业品位；为弱者付出，加大扶持力度，带动 源布局情况的报告，视察了何各庄、小园等
山区农民就业增收。四是组织全体区人大 地块配建中学、幼儿园的情况。要求区政府
代表视察了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科技创新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加强教育的软硬件
企业发展和轨道交通 S1 线工程进展情况， 建设和管理，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充分考
推动区政府深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 虑教育的特殊性，高质量、高速度推进棚改
与功能定位相匹配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配套教育设施建设。三是不断推进医疗卫
式，进一步发展完善市政交通体系。
生事业发展，围绕加快推动国务院和北京市

促进财政精细管理，加强预算审
查监督。推进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促进
区政府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
效。一是审查批准了 2016 年区级财政决算
报告、2016 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工作报告，听取了上半年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批准了区政府 2017 年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的报告和 2017 年区级预算调整
方案的报告，对区政府 2018 年预算编制情
况进行了初步审查。建议区政府加强对财
政收入新情况、新问题的研判和协调，全力
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加强预算支出管理和对
新增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
提高预算执行效率。二是落实《预算法》和
《市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结合我区实际
制定了《门头沟区预算审查监督办法》，全面
加强对区级预算的审查监督。三是首次安
排听取区政府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
的报告并列为常委会年度常规监督议题，促
进政府把整改要求和措施落在实处；首次参
与了区政府财政支出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估
工作，促进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四是
配合年度预算编制的初步审查，加强部门预
算审查，制定实施了《区人大专委会初步审
查部门预算实施细则》，发挥各专门委员会
的优势，对 2018 年部分部门预算和政府投
资项目进行审查，促进预算编制更加科学、
精细。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保

医疗改革政策的贯彻落实，主任会议对我区
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
视察，并配合市人大开展《北京市全民健身
条例》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联动，进一步促
进我区全民健身工作蓬勃开展。四是高度
重视低收入村和低收入农户的增收工作，听
取了农村低收入帮扶工作情况报告，推进
“六个一批”帮扶措施和“六个一”结对帮扶
机制在全区低收入精准扶贫工作中的落实，
做到脱真贫，
真脱贫。

视察我区分级诊疗工作情况

▼

关于代表工作
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主体作用的发
挥，从强化履职意识入手，开展多种形式
的培训，密切代表与群众的联系，组织代
表参加闭会期间各项履职活动，全面增强
代表在人大工作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研；根据常委会监督议题，邀请镇街人大
负责人、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及部分代表
列席常委会会议，充分吸纳基层代表的意
见和建议；组织部分代表参加区委、区政
府重要会议和活动，旁听“两院”庭审，发
有效推进代表密切联系群众。 挥代表参与管理地方事务和社会事务的
把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诉求 作用；组织代表开展年中和人代会会前集
作为代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贯穿到 中活动，向代表通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
履职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市、区、镇三级 况，拓展代表知情知政的广度和深度，为
代表和 99 个“代表接待站”的平台作用， 代表提出有针对性的议案和建议创造条
继续完善制度，推进代表“进农村、进社 件。全年共有 750 人次代表参加了履职
区”活动，双月 10 号代表深入所在选区的 活动。
采取多种形式对代表进行履职
代表接待站，接待选民和群众，收集意见，
解答疑问；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 培训。 针对换届后新代表较多的情况，
点、难点和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展 加大了培训力度，采取集中培训、专业培
集中接待活动，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训、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强化代表意识，
归纳整理代表建议台帐 266 条，提出闭会 提高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认真推进党
期间代表建议 25 件，发挥了代表上情下 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贯彻，区委书记张贵
达、下情上传的桥梁纽带作用。全年共有 林同志为全体代表做了专题辅导报告，要
620 人次代表参加了接待活动。
求代表把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与依法履

广泛开展闭会期间代表履职活
动。 把代表积极参与管理地方国家事
务，发挥监督职能，提出推动地区发展、改
善民生的切实可行的议案建议作为代表
工作的另一个重点。组织市、区、镇三级
人大代表对全区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
和产业转型发展、科技创新、社会事业、环
境保护等方面工作进行检查、视察和调

职结合起来，为建设幸福美丽门头沟作出
积极贡献；围绕如何依法履行职责，邀请
专家就代表法等相关法律为全体代表做
专题讲座；就“门头沟区人大代表履职服
务系统”的使用进行集中培训，促进代表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更好地履行
职责；开展专业知识培训，为区人大常委
会及财经委员会组成人员讲解人大预算

监督实务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形势；开展代
表培训微课堂，针对代表重点关注的具体
问题进行专委会会前专题培训；建立微信
群和公共邮箱，定期推送各类财经政策与
资讯，培养代表对财经问题的关注度和敏
感性。全年共为 660 人次代表进行了履
职和专业知识培训。

加强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办
理。把代表建议办理作为支持和保障代
表履职的重要内容，对区十六届人大一次
会议期间提出的 93 件代表意见建议和闭
会期间提出的 25 件意见建议进行督办。
落实常委会主任副主任重点督办，各专委
会、代表联络室分类跟踪督办等制度措
施，自主开发了“门头沟区人大代表履职
服务系统”手机 APP，为代表履职服务和
意见建议提交、办理提供便利渠道；加强
与代表和各承办单位的沟通协调，及时掌
握建议办理情况，推动代表提出问题的解
决。区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
进意见建议办理工作，努力提高办理实
效。在会议期间提出的 93 件代表意见建
议中，已经解决、正在解决的 26 件；暂时
不能解决，做好解释说明的 34 件；内容宏
观、属于长期目标的 33 件。在闭会期间
提出的 25 件意见建议中，正在解决的 8
件；做好解释说明的 9 件；属于长期目标
的 8 件。

关于基层人大工作
常委会认真落实中发〔2015〕18 号文
件和京发〔2016〕9 号文件精神，加强对镇
人大和区人大街道工委工作的调查研究，
总结经验、深入分析问题，
修订了《区人大
常委会党组关于加强和改进镇人大工作
的指导意见》
《区人大常委会街道工作委

员会工作通则》，
对镇街人大的工作目标、
内容、方式、组织架构等进行规范，
进一步
推进镇人大和区人大街道工委工作的制
度化、规范化建设。围绕基层人大职权、
镇人代会及闭会期间代表如何行使权力，
协助镇人大进行了 5 次专题辅导讲座。密

▼

切工作联系和指导，召开 4 次镇人大工作
会议，指导各镇结合推进“疏解整治促提
升”
专项行动和
“打造美丽乡村、构建和谐
社区”
专项行动等重点工作开展视察和评
议，
各人大街道工委配合常委会落实代表
履职工作，
共同推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法治建设，加强法律监督。
在加强工作监督的同时，常委会注重开展法
律监督，共同推进全区法治建设，促进“一府
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一是听取了区
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情况的报告，建议区政
府严格贯彻执行相关法律规定，强化统筹管
理，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不断深
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主动接受
群众监督。二是积极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
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的落实，专题调研了区
法院未成年审判工作；听取了区检察院关于
司法改革推进情况的报告。三是落实《立法
法》的相关规定，修订了《门头沟区人大常委
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加大主动审
查力度，进一步推进我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工作，全年对 3 项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备案
审查。四是认真做好信访工作，全年受理群
众来信来访 42 件次、32 人次，进一步推动各
类矛盾的化解，
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区人大机关专题学习十九大精神

——摘自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国才 2018 年 1 月 11 日在北京市
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