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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采取措施加大对移动污染源监管力度

切实增强抓好新时代党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付兆庚多次带队检查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

加强联合执法 加大检查力度
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推进军地资源共享互通
实现全区双拥模范城“四连冠”

我区召开2018年双拥工作部署会

本报讯（记者 苑辉）3月12日
夜9时30分，区委副书记、区长付
兆庚带队检查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
期间工作措施落实情况，先后前往
保利项目现场、108国道检查点、六
环路石门营检查站检查工地管理、
值守检查及车辆查处情况。

付兆庚要求，各职能部门要严
格按照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应对的
各项要求，进一步加大检查力度，确
保各项应对措施落实到位。相关企
业要按照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要求
做好苫盖、现场管理等各项工作，要
积极做好开复工准备工作，特别是
扎实开展好开复工前员工安全教育
培训相关工作。同时，要切实关心
广大执法工作人员，做好后勤保障，
改善执法环境，确保执法安全。

又讯（记者 李冰）3月14日下

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带队先
后到六环路军庄出口、石门营出口
检查重型柴油车违法上路查处情
况，详细询问了检查及处罚情况。

付兆庚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
全面落实空气重污染应急减排措
施，不放松、不懈劲，严格标准，确保
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要加强联合执
法，加大检查力度，重点对重型柴油
车超限超载、尾气排放不达标等问
题进行严格检查，对违规行为形成
有效震慑，确保车辆依法依规、达标
排放上路行驶。环保局要对执法检
查工作进行深入研判，认真分析当
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
防治措施的针对性。此外，要切实
关心关怀广大执法工作人员，提供
必要的后勤保障，合理安排人员力
量做好倒休，确保执法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腾）3月15日上午，
我区召开2018年双拥工作部署会。副区
长张翠萍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区双拥办相关负责人通报2017
年全区双拥工作情况、部署2018年双拥
工作任务；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部署《争
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基础量化任务分解
书》。

张翠萍要求，各成员单位、各驻区部
队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我区双拥创
建面临的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双拥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站在服务国家战略
全局的高度，转变工作理念，明确工作职

责，强弱项补短板，抓好今年的双拥折子
工程，切实推进军地资源共享共用、互通
互融；要创新工作机制，强化服务保障，做
好军人军属优抚安置工作，各成员单位、
各镇街要紧紧围绕“三后”问题，创新机
制、整合资源、拓宽渠道，助力部队落实改
革强军各项任务，助力驻区部队持续提升
新时代打赢能力；要主动对标对表，进一
步健全完善基础档案资料,及时了解各单
位工作落实情况，把握工作进度，加大督
查力度，协调各方力量，扎实做好迎检准
备工作，全力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四连
冠”的目标。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3月13
日上午，我区召开还建商业设施提
升工作专题会。区委副书记、区长
付兆庚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京门商投公司负责人汇
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华远地产、北京
文化等公司进行了补充汇报。

付兆庚强调，目前我区商业配
套设施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消
费需求，要加大力度补齐短板，回应
群众呼声，提升地区发展潜力。要

将华远项目还建商业设施整体打
包，打造现代新型综合商业体，要由
政府主导，统一规划业态，实施统一
管理，各产权单位相互协调配合，实
现各方利益均衡。要加快明晰产
权，推动项目尽快交付使用，京门商
投公司要与华远地产、北京文化加
强对接，统一规划使用地块内所有
商业设施，引进社会品牌资本，保证
区域商业消费环境整体提升。

区领导张兴胜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季）3月14日
上午，我区召开党建工作会，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综合部署2018年全区政法、组织、
宣传、统战工作。区委副书记、区
长付兆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国
才出席会议。

会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陆
晓光通报了区委常委班子2017年
度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部署了
2018年组织工作；区委常委、统战
部长张永部署了2018年政法工作
和统战工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张金玲部署了2018年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

付兆庚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
区党建工作取得的成绩。他指出，
2017年是新一届区委的届首之年，
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区各级党
组织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紧紧围绕市、区第十二次
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认真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更严的标
准、更实的举措，统筹推进宣传、组
织、统战、政法、纪检监察等各项工
作，全区党建工作质量持续提升，
有力推动了地区转型发展。

付兆庚对标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剖析了我区党建工作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第一，党建责任落
实不够严格，压力传导还存在层层
递减的问题，各领域党建工作还不
平衡；第二，对党建工作规律研究
不够，工作创新不足，党管意识形
态等工作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
等党建难点问题还没有完全破解；
第三，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能力
素质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有差
距，“不作为、慢作为”和庸懒散拖等
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激励干部担
当作为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第
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
势依然严峻，党员干部顶风违纪、侵
害群众利益等问题仍时有发生。

付兆庚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
领会新形势下党建工作的新要求，
切实增强抓好新时代党建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当前全区改革
发展建设的目标十分明确、抓手非
常具体、任务依然艰巨。实现这些
任务目标，关键在加强党的领导。
我们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紧扣全区中心工作，不断加
强党建工作的谋划和落实，推动党
建在引领保障地区发展中形成战
斗力、转化为生产力，在推进现代
化生态新区建设的实践中体现全
面从严治党新成效。

付兆庚强调，要坚持从严从实，
高质量推进今年党建工作。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严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统筹推进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将制度

建设贯穿其中，坚定不移把全面从
严治党引向深入。一是要坚持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二是要进
一步强化思想理论武装。三是要
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
队伍。四是要着力推动基层党组
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五是要坚
持驰而不息的改进作风。六是要
扎实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七是要
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付兆庚强调，要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抓党建工作责任落实。全
区各级党组织都要压紧压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把从严
从实要求贯穿党建工作全过程。

付兆庚还就扎实做好全国“两
会”安保和空气重污染天气应对、
环境卫生整治、森林防火、安全生
产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区领导闫中、金秀斌、许彪、李
伟、孙鸿博、赵北亭、王涛、庆兆珅、
张满仓、高连发出席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李晨曦）近
日，笔者从区环保局了解到，该局
实行“两控一减”措施，加大对移
动污染源监管力度。

一是“控车”，根据前期摸排
台帐，对用车大户和建筑工地，采
用“入户”的方式，强化“院内”移
动污染源的排放监管，严防“带病
车”上路行驶；同时，在日检巡查
的基础上，针对“院外”上路行驶

的工程、渣土等重点行业车辆的
行驶特点，强化夜间多部门综合
执法，形成监管合力，严厉打击超
标排放等各类违法行为。二是

“控排”，在督促企业开展自检自
查的同时，紧盯油罐车、加油站油
气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进一步
细化日常巡查监管内容，重点开
展突击检测工作，对超标排放的
企业依法进行查处。三是“减

量”，在利用电视、报纸、微博等媒
介，进行广泛宣传的同时，开展进
单位（企业）、进街道（乡镇）、进社
区（农村）、进家门（农户）“四进”现
场宣传活动；在日常检查时，主动
为车主开展宣讲工作，梳理淘汰补
助流程，努力削减高排放老旧机动
车存量，减少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
量，将市政府淘汰高排放老旧机动
车惠民政策切实落到实处。

付兆庚就还建商业设施提升工作强调
回应群众呼声补齐短板

打造现代新型综合商业体

本报讯（记者 李倩）3月15日，
区工商分局、区城管执法局、区消
费者协会联合东辛房街道办事处、
区司法局、区商务局、区消防支队、
区食药局等单位，在我区棚改回迁
社区---石门营新六区广场开展
2018年3·15“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
主题宣传咨询活动。

活动现场，区工商分局、区消
协工作人员向消费者发放了新《消
法》宣传图册，涉及手机充电器、保
健品、预付费、黄金产品、旅游、房
屋中介、建材等消费常识宣传页、
折册、图册；区城管执法局组织城
管志愿者为居民提供配钥匙、医疗
咨询等服务，同时向他们宣传燃气
安全、大气污染防治等相关知识，
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卫生观念，自

觉抵制无照经营游商；商品检测机
构人员结合建材、纺织品、服装、箱
包、鞋类商品实物，讲授如何鉴别
商品真假及质量好坏，普及商品知
识；区消防支队通过消防器材产品
的实物展示与讲解，向居民普及防
火安全知识内容；银行工作人员向
消费者普及 金融消费常识、如何
防范金融诈骗和非法集资等常
识。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各类宣
传单页、折页、图册、光盘、扑克牌、

环保袋等宣传品近 5000 份，对引
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增强消费信
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良好
作用。

“活动中所介绍的消费维权知
识、常见的消费侵权行为和表现形
式等内容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让
我学习到了应该怎样合法消费、明
白消费、文明消费，从而维护自己
消费的合法权益。”参与活动的李
大姐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区城管执法局将
继续做好对居民的法律法规宣传，
培养他们法律意识，针对无照游
商、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制定长
效治理方案，细化工作职责，加强
巡查，严厉打击。区工商分局、区
消费者协会将立足职能，深入推进
放心消费环境创建、提高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水平，大力营造地区安
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姚宝良/摄

“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

33··1515主题宣传进社区主题宣传进社区

我区召开2018年党建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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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腾）3月14日上午，
我区召开清明节工作部署会。副区长张翠
萍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部署2018
年清明节祭扫接待服务工作。

张翠萍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增强安全
意识，健全安全保障工作机制，采取有力措
施，统一部署，强化责任；要认真排查、及时
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两明确、五
严禁、两确保”（即明确部门责任、明确属地
责任；严禁在墓区内使用明火、吸烟、焚香、
烧纸和燃放鞭炮；确保不发生火灾、不发生
踩踏事故）；要加强属地管理、死看死守，做
好森林防火工作；要部署警力，加强疏导，
缓解交通压力，制定好三个殡葬服务单位
外部交通疏导应急预案；要坚持优质服务，
提高殡葬服务能力，规范殡葬服务管理，落
实惠民利民服务措施，方便群众祭扫；要加
强宣传引导，营造文明祭扫氛围，确保清明
祭扫安全、文明、低碳、和谐、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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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冰）3月15日上午，我区召开
旅游工作大会。市旅游委副主任王粤，区委副书
记、区长付兆庚出席会议。

会上，区旅游委汇报近几年我区旅游发展形
势，部署2018年重点工作，旅游企业代表、民俗村
景区代表、新业态代表等先后发言交流。

王粤表示，近年来，门头沟区旅游休闲产业的
发展得到了可喜的变化，希望门头沟区充分利用
双区创建的发展契机，推进精品旅游项目的建设，
着力补充发展的短板。紧密结合长城文化带、西
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工作，讲好京西故事，着力推
动文旅融合发展。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打造
乡村旅游的“金名片”。积极发挥新媒体作用，加
强旅游资源的整合推广。同时，市旅游委将加大
帮扶，大力支持，共同落实好新总规对发展旅游业
的要求。

付兆庚对市旅游委长期以来对我区的支持与
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我区自身旅游工作还存
在旅游项目“落地难”、旅游产品有效供给不充分、
旅游公共服务及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不断努力，采取有针对
性的措施加以解决。希望市旅游委继续加强对我
区旅游工作的支持与帮助，我们也将在市旅游委
的大力指导下，紧跟发展形势，共谋发展方向，脚
踏实地，砥砺奋进，加快推进旅游业发展和旅游

“双区”创建。
就进一步做好2018年全区旅游工作，付兆庚

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北京市旅游工作总体
要求。要始终把总书记的要求作为我们发展旅游
业的指导思想、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深刻认识新
时代旅游业从高速旅游增长阶段转向优质旅游发
展阶段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践行旅游创
新发展、旅游协调发展、旅游绿色发展、旅游开放
发展和旅游共享发展的核心理念，推动旅游业发
展方式转变、产品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实现
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二要凝聚共识，以“双区”
创建为抓手明确我区旅游工作发展方向。要围绕落实区域功能定位，走品
质内涵式发展道路；要集成政策资源，走“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道路；要坚
持改革创新，走全方位开放开拓发展道路；要齐抓共管，走综合管旅治旅发
展道路。三要加强统筹，转变工作机制，狠抓任务落实，强化统筹协调，注
重氛围营造，切实为旅游“双区”创建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区领导庆兆珅、高连发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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