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本月排名本月排名本月排名本月排名

门城地区门城地区门城地区门城地区

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 94.38 1

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 93.73 2

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 92.43 3

龙泉镇龙泉镇龙泉镇龙泉镇 91.96 4

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 91.27 5

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 90.82 6

军庄镇军庄镇军庄镇军庄镇 89.95 7

其他地区其他地区其他地区其他地区

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 92.52 1

妙峰山镇妙峰山镇妙峰山镇妙峰山镇 91.78 2

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 90.81 3

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 90.78 4

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 90.58 5

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 90.3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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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名党员都应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前行
■ 张岳

好的榜样，是最好的引导；好的
楷模，是最好的说服。2 月 20 日，50
位“北京榜样”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
模”称号。他们中有不断创新的科学
家，有扎根基层的社区干部，有普通
工人、农民和创业者……这些来自基
层、充满正能量的榜样人物，在平凡
的岗位上和日常生活中，引领着新时
代社会文明风尚。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
业需要榜样引领。毛泽东同志说过，

“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习
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善于向先进
典型学习”。榜样是时代的最美使
者，“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实干
一辈子，为民至最后一刻，诠释了共
产党人的忠诚、干净与担当；榜样是
社会的精神坐标，“全国道德模范”方
敬，倾尽 200 余万元积蓄，累计帮扶
260 余位寒门学子步入高等院校，以

“乡贤”情怀照亮大爱无疆、无私奉献
的社会风貌。踏步新时代，广大党员
干部要对标榜样，看齐典型，学精神、

学品质、学方法，汲取砥砺前行的力
量。

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基本政
治要求，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品
格。正是因为毫不动摇地忠诚，全党
树起“艰难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的砥
柱，历经苦难越勇猛，饱受挫折更坚
挺，成功带领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对党忠
诚是融入血脉的政治基因与思想印
记，做忠诚执着的“真理”党员。90岁
高龄的宋书声一辈子在马信马、在马
言马、在马研马、在马传马，我们要加
强政治学习，坚定理想信念，推动马
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对党忠诚是植
入灵魂的行动本领和实践要求，做功
成有我的“奉献”党员。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始终得到人民
拥护和爱戴的根本原因，必须把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为民服务是扎扎实实为群众解

难事、办好事，做百姓有呼必应的“坚
守”党员。不计个人得失、坚持十八
年默默守护着乡亲们健康平安的贺
星龙，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他
默默坚持的宗旨，广大党员干部要立
足本职，将党的宗旨意识与工作实际
结合，让为民不空洞，让服务接地气，
全心全意做好群众大小事。为民服
务是不为诱惑所动，不因祸患而避，
做时刻挺在人民前的“先锋”党员。
出生入死的缉毒英雄印春荣，出生入
死用忠诚和担当捍卫人民利益，我们
要做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的真正人民公仆。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榜
样力量感召奋斗担当。奋斗担当是
广大党员干部的坚实底色。中国高
铁速度、深浅科考深度、塞罕坝绿意
盎然、杂交水稻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
贡献，每一项成就离不开日以继夜的
奋斗，每一次进步源于大胆实干的担
当，新时代是奋斗担当者的时代。奋
斗担当是敢啃硬骨头，不怕开头难，

做勇于进取的“有为”党员。李元敏
“临危受命”，大刀阔斧搞改革，带领
村民团结奋斗，让盖买村从“后进村”
变成了“治村强村”示范村。

我们要因地制宜实干而不蛮干、
盲干，持之以恒长干而非半途而废。
奋斗担当是大胆容错，开拓创新，做
敢闯敢干的“立新”党员。“PPT书记”
朱仁斌，创新创建“家庭农场+乡村旅
游”模式，实现了农村、农业、农民的
共赢共享。我们要坚持理念和实践
创新相结合，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奋
斗提速，让担当高效。

榜样是推动新时代发展的重要
力量，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们
应该在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从小事
上修炼自己，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
砥砺前行。

我区基层志愿服务团队
开展志愿活动践行雷锋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吴锟 张孝前 刘
焕敏）区文化馆在第56个学雷锋日
到来之际，举办“创城活动齐绽放 文
化志愿暖门城”—2019年门头沟区
文化志愿者“3·5”学雷锋日主题志愿
活动。

区文化馆以基层志愿服务团队
为抓手，以全区文化“艺站”为平台，
在“3·5”学雷锋日活动当天，组织15
支文化志愿者团队，在全区各大主题
公园开展“创城”文化志愿活动，把文
明“创城”融入文化志愿服务当中，用
美妙的歌声唱出家乡的情怀，用欢快
的舞蹈跳出节日的喜悦。

近年来，区文化馆结合我区创建
文明城区工作的开展，把文化志愿服
务活动列入馆内重点工作中，建立学
雷锋志愿者服务站，推出公共文化服
务系列活动，通过现场教学、摄影展
览、艺术培训、文化演出、送福下乡等
活动，把文化志愿服务深入基层、深
入百姓。

在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
之际，区文化馆将继续推出一批优秀

的文化志愿服务团队，打造具有我区
特点的文化志愿服务项目，让文化志
愿服务融入到全区镇街、村居各个领
域，传播文化惠民、文化育人理念，推
动我区文化志愿服务的常态化、长效
化开展。

在第56个全国学雷锋纪念日到
来之际，区城管队员和城管志愿者
一同走上街头、走进社区，规范商
户门前三包、清理非法小广告、开
展城市法规宣传等活动，用实际行
动弘扬雷锋精神，清洁门头沟的城
市环境，为建设美丽门头沟积极贡
献力量。

3月5日上午，区城管执法局发
动团员、青年及社会群众等学雷锋志
愿者20余人，走进向阳社区，弘扬雷
锋精神，维护城市环境，帮助居民清
理张贴、喷涂在楼道内的非法小广
告，开展法律法规咨询、宣传、小广告
换礼品、义务理发、免费配钥匙等便
民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区城管执法队员向辖
区居民介绍了违法建设、占道经营、

大气污染防治等方面的相关法律法
规，并发放了相关宣传资料500余
份，解答了居民有关环境秩序类投诉
和咨询，并倡议大家共同抵制城市

“牛皮癣”等不良行为，维护门头沟区
良好的环境秩序。

社区负责人表示，区城管及志愿
者有机的将执法与服务结合，为辖区
群众解决了不少环境建设类相关问
题，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得到了群众
的满意和认可。

在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
为雷锋同志题词56周年到来之际。
我区柠檬黄充分发挥公共文明引导
员“北京榜样”和“时代楷模”的示范
引领作用，采取宣传、引导、行动的
形式，将学雷锋活动推向高潮。为了
营造良好氛围，2月23日上午区公共
文明引导员在人流量多的交通路口
开展了“礼让斑马线，文明我先行”学
雷锋大型宣传活动，活动中引导员们
一边宣传，一边劝导，更有一部分引
导员跳起了《等灯,等灯》和《礼让斑
马线》的广场舞，生动的宣传形式，吸

引了行人的目光，大家驻足观看的同
时，也提高了文明出行自觉性。

为了将雷锋精神发扬光大，3月
5日一大早，区文明引导员早早来到
站台，在引导大家文明乘车的同时，
大声宣传着学雷锋口号，宣讲雷锋事
迹，倡导雷锋精神，积极向路人发放
学雷锋宣传材料，设立宣传展板，在
乘客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除此以
外，引导员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雷锋
精神，他们来到滨河公园前，捡拾垃
圾、擦洗过街天桥，清除小广告，过往
的车辆及行人看到京城柠檬黄辛勤
工作的身影纷纷点赞，每一位队员以
雷锋为榜样，向全社会展示了志愿者
的良好精神面貌。

我区 70余名公共文明引导员
参加了此次学雷锋活动，活动效果
显著，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同
时，作为一支公益志愿者队伍，今
后，会进一步将雷锋精神与实际工
作相结合，围绕我区中心工作，充分
发挥志愿服务优势，为我区的发展
再立新功。

提升服务质量提升服务质量 打造群众满意的营商环境打造群众满意的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倩）近日,记者

从区发改委了解到，全市出台优化营
商环境“9+N”政策2.0版，在办理建
筑许可、获得用水用气、开办企业、跨
境贸易、纳税等多个领域推出改革措
施，全力打造更加舒适、便捷、健康、
有序的营商环境。

记者在区政务服务中心看到，
大厅内按照功能划分为六大区域，
分别为市场准入专区、新开办企业
服务专区、工程建设项目服务专区、
自助专区、综合服务区以及新增设
了政策天天讲专区。新增设的专区
用于向办事企业和群众宣讲优化营
商环境“9+N”政策2.0版相关内容，

工商、税务等部门均已派遣骨干力
量到大厅参与讲解。

除此以外，区政务服务中心还
在软、硬件两方面进行了优化。在
软件方面，中心加强了对窗口工作
人员的考核力度，建立健全了监管、
反馈、投诉等机制，着力强化了对办
事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的调查，全
力保障了服务质量。在硬件方面，
中心进一步完善了大厅内的可视化
指引，同时，在楼梯处增加了无障碍
设施，方便行动不便的办事群众办
理事项，营造了进门有问询、办事有
指引、政策有解答、流程有监管、事
项全办结的一条龙式服务环境。

“我们在提升大厅办公环境、软
硬件设施的同时，还利用电子大屏、
宣传展板、印发宣传折页等方式，对
营商环境政策进行宣传，营造良好
的宣传氛围，提高政策的覆盖率和
知晓率。”区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
王俊杰告诉记者。

目前，区政务服务大厅内的市
场准入专区、新开办企业服务专区、
工程建设项目服务专区、综合服务
区已经全部实现“一窗通办”。王俊
杰说，“下一步，区政务服务中心还
将继续加强窗口人员政策培训和服
务大厅管理力度，努力实现政务服
务事项由“网上可办”向“全程通办”

深化，100个企业群众办事的高频
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或者‘最多跑
一次’。”

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告诉记
者，“以前最怕的就是跑了很多单
位、盖了一堆章、重复提交材料之
后，还得等好久，现在办业务方便太
多了，没多久就全弄好了，不仅效率
提高了，服务也越来越好了，对现在
的营商环境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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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铮）日前，
记者从区商务委了解到，2月
1日起，我市实施新一轮为期
三年的节能减排促消费政策，
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购买使用节
能减排商品，可享受单件最高
800元的资金补贴。

记者在大中电器看到，很
多消费者在购买电器时会优先
选择带有节能补贴的商品。

不少市民听说国家有个节
能补贴，来看家电产品。一位
正在选购产品的市民说：“现在
这个补贴13%，会优先考虑，
挺实惠，买到家确实也省电，一
级环保，感觉这个政策利国利
民，对老百姓有很大的优惠。”

与此前相比，新一轮节能减
排促消费政策覆盖的范围更
广。本轮政策商品类别在上一
轮政策规定的12类基础上增加

了电饭锅、家用电磁灶和家用电
风扇等3类商品，共计15类。

电器销售人员介绍：“现在
询问的比较多，以前观望的顾
客，近期有好多来门店购买。”

节能减排商品按照能效等
级或类别不同，补贴标准从
8%-20%不等，所有补贴商品
的最高补贴限额均为800元。
在政策实施期内，每个消费者
每类商品只能有1台享受补贴
政策。

大中电器河滩分店店长张
庆东介绍：“北京市市民持身份
证就可以到店来享受补贴，外
阜人员可以持居住证、身份证
两个证件，军人持军官证、军人
证就可到店购买，需要提醒大
家的是，在购物日起两天之内
补助完毕，如果超过两天，补助
就无法在店里完成。”

节能补贴新政策
最高可享800元

2019年2月环境考核得分表

剧场东街12号楼后侧垃圾
堆积严重。

剧场东街4楼后侧垃圾
无人清理。

月季园二区 32号楼前
平房东侧垃圾无人清
理。

月季园二区 24 号楼
二单元门前堆积建筑
垃圾。

良言/摄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自
去年11月1日起，《北京市非
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实施，
目录外电动自行车，应当悬挂
临时标识，该办法设置三年过
渡期。

根据相关规定，超标电动
车临时牌照标识可采用“线上
申报、线下领取”或“预约办理、
现场申领”两种申领方式。市
民可通过“北京交警”APP的

“过渡期电动自行车申请临时
标识工作平台”，进入个人申报
页面，提交本人身份证明、车辆

信息，或预约申领临时标识的
时间及地点，预约成功后，到现
场提交身份证明并交验车辆后
领取临时标识。

交管部门提示，市民可到
我区滨河路72号门头沟分局
交通支队非机动车登记站进
行办理，电动自行车临时标识
申领有6个月办理期限，自今
年5月1日起，交管部门将不
再发放临时标识，未申领临时
标识的电动自行车不得上道
路行驶，请市民合理安排时间
申领。

申领临时标识
规范道路行驶

本报讯（记者 陈凯）随着
天气逐渐变暖，王平镇西马各
庄村合作社里的樱桃树也到了
修剪期，绵延500多亩的果园
里，果农们正在进行剪枝工作，
保障上万棵果树健康生长。

记者在果园内看到，果农
们按照树体的不同生长阶段和
树型的要求，在保证通风透光

的前提下，利用短截、回缩等修
剪技术剪除枯枝、病枝，培养结
果枝组。同时在枝条修剪处涂
抹药物，防止虫害上树，危害幼
嫩枝条。

据了解，王平镇西马各庄
村合作社的樱桃树将于4月份
开花，到了5月中旬，果园内的
20多种樱桃会相继成熟。

加强春季果树管理
确保果园增产增收

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马燊）记者
从区旅游委了解到，随着2022
北京冬奥的临近，今冬我区冰
雪项目出现井喷式发展，成为
新的旅游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
点，同时也为百姓增收致富提
供了更多渠道。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
我区8个不同形式的冰雪类项目
共接待8.77万人，旅游综合收入
248万元，其中神泉峡景区、京西
古道景区、聚灵峡景区和斋堂冰
雪节活动接待游客均超过万人，
神泉峡景区更是达到了35000

人，旅游收入也远超往年。
根据往年情况分析，冬季

一直是山区旅游的淡季，今年
推行的冰雪项目也填补了这一
空白，入冬以来，各冰雪项目解
决了 252 名山区百姓就业问
题，为当地百姓提供了增收致
富的渠道。

区相关部门表示，今年，我
区还将继续加强对各景区景点
各类冰雪活动的宣传推介和安
全监管，进一步丰富冬季旅游
活动，助力冬奥，同时，促进山
区旅游的快速发展。

助力冬奥
冰雪项目成为我区旅游新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