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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召开2019年双拥工作
暨双拥模范城创建迎检动员部署会

我区加强

“两会”服务保障工作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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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救助站

妥善做好救助管理工作

我区首个心脏永久
起搏器程控门诊开诊

3月份第一周环境检查得分

我区2018年疏整促工作
市民满意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陈永）3月8日，

我区召开2019年双拥工作暨双拥

模范城创建迎检动员部署会。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市双拥办副主任马可容，区委

常委、区武装部部长李耀光出席会

议并讲话。副区长张翠萍主持会

议，区政协副主席高连发出席会议。

会上，区双拥办主任、区民政

局党组书记、局长韩兴无汇报了我

区2018年双拥工作和2019年主

要任务；区双拥办副主任、区民政

局副局长陈寿东部署《门头沟区争

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基础量化任务

分解书》。

马可容对我区双拥创建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今年是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双拥模范城

迎检考评之年，门头沟区要坚持

统一思想，在凝聚军心民心上持

续加力，旗帜鲜明讲政治，立足实

际挖资源，突出主题聚合力，切实

筑牢军政军民团结奋斗的思想根

基；要适应改革要求，在健全双拥

机制上集中发力，坚定不移促改

革，与时俱进建机制，统筹谋划抓

创建，扎实推进拥军优属、拥政爱

民活动长期化、常态化、规范化，

实现跨越式发展；要聚焦强军备

战，在推进军民融合上倾尽全力，

立足打造军民融合新格局，强化

服务保障解难题，不断开创新时

期双拥工作新局面。

李耀光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领导给予我区的关心、关注表示

感谢，他说，门头沟区的双拥创建

工作离不开市委、市政府及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的支持和帮助，在

下一步工作中，门头沟区将进一

步凝心聚力，立足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服务保障大局，不断增强做

好新形势下双拥工作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通过创新驱动，努力推动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再创佳绩。同

时，将下大力攻坚克难，力争在双

拥模范城创建上再传捷报，为全

力开创现代化生态新区绿色发展

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张翠萍要求，各相关单位和

驻区部队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责任落实，自觉把创建全国双拥

模范城同我区“创城”工作结合起

来，按照本部门承担的任务分工

逐条逐项抓好落实。相关职能部

门要加强督查督办，强化协同配

合，确保各项任务协同推进、取得

实效。要超前谋划准备，强化工

作无缝对接，持之以恒传承红色

基因，奋勇争先推进军民融合，确

保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顺利

通过考评验收，以优异成绩向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主管领导、驻区部队主官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李倩）近日，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开展环境秩序

检查工作。记者跟随大峪城管执法队的执法人员一起走访了辖

区内沿街商户，对燃气安全、门前三包、堆物堆料等情况进行检

查。

检查中，执法人员以查处无照经营、非法营运、店外经营、非

法小广告、乱倒垃圾等违法行为及门前三包管理工作为重点进行

检查，同时检查了沿街商户的广告牌匾，要求商户做到一店一牌，

对违规张贴宣传标语，一店多牌的行为进行了规范，确保了街面

环境整洁、有序。

记者在晨光饭店看到，执法人员细致排查了燃气安全隐患，

重点检查了餐饮企业的燃气报警装置、燃气管路、排风扇和防爆

灯等设备的安装及使用情况。

除此之外，区城管执法监察局还按照气候特点，及时启动空

气重污染日、大风扬尘等执法工作预案，做好各项环境保障工作。

大峪城管执法队队员安志伟说：“连日来，我们执法队加强

了对燃气、门前三包等环境秩序问题的检查工作，正值最近是大

风天气，我们还加强了对户外广告、灯箱牌匾的执法检查。今后，

我们还将加强巡查频次及检查力度，保持街面环境秩序良好。”

截至目前，区城管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962人次，出动执法

车辆166台次，设置重点盯守巡查点位70个，检查街区151条，规

范门前三包单位82个。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深刻阐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需要正确把握的五个重大关系，处

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

关系居于重要位置。而在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六大

原则之一。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事关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广大人民福

祉，也是摆在各级干部面前的重要

发展课题。

长期以来，如何认识和处理生

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存

在一些误区，也走了不少弯路。比

如，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上，有人认

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就是不

发展了，也有人认为“环境代价还

是得付”，摆脱不了“先污染后治

理”的怪圈。这些片面认识，说明

思想上的结还没有真正解开，新的

发展共识还需要进一步夯实。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推动绿

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在

发展观上来一场革命，旗帜鲜明地

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指挥棒用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

论断，是对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对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科

学阐明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的关系，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精髓

要义。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

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

的关系。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

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

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二

者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

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

保护中发展，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理念的改变，发展共识的形

成，对于新时代的发展非常重要，

大刀阔斧的治理污染、关停矿山，

恢复山区原貌，恢复美丽风景，是

生态环境保护、还原绿水青山的必

由之路。在执行这项工作中，我认

为还需要做到这样两点：一是要有

规划；二是要有责任。在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过程中，

一地方某河流域几十公里范围内，

上百家农家乐、度假村，建筑面积

百万平方米，因为影响山区恢复原

貌、污染河流水质一刀切全部关

停、拆除，其中一些企业还曾被当

地政府树立为标杆企业，优秀民营

企业等，为了还给百姓一座金山，

我们相信这些企业也会理解和支

持生态环境保护，毫不犹豫的进行

拆除。

但是，这也体现了政府部门规

划当中存在的短板，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总书记提出

的长远规划，而政府部门则应针对

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美丽蝶

变中，规划风景建设与旅游业的有

机结合，不应是单纯的大拆大建，

不做一刀切，而应做到提升、改造

等，有规划的进行建设，即满足保

护生态环境又满足旅游发展的需

要。另一方面是要有责任心，各级

干部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不以破坏生态环

境的发展模式、以牺牲生态环境换

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对于

违规建设及时予以制止，对于破坏

环境的行为及时予以制止，一是及

时纠正错误行为，避免当事人的损

失；二是防止事态发展过快造成后

期处理上的麻烦。

思路一变天地阔，观念一转气

象新。从长江“九曲回肠”石首段

化工企业通过污染治理推动转型

升级，到浙江丽水市把生态产品价

值转化为金山银山，再到众多乡村

实现，实践一再证明：保护生态环

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践行，就是要把

握发展新机遇、开创发展新境界。

无论是污染防治推动淘汰落后产

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还是生态

环境保护带来新需求、催生新产

业、形成新的增长点，无不说明良

好生态环境是一方发展的“金饭

碗”，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

“压舱石”。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得益

彰的美丽中国画卷，是中国广大人

民心中的向往。生态环境保护的

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

经济发展方式。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必须在发展方式和

路径上革故鼎新，来一场深刻的革

命。实践已经证明，“先污染后治

理”的老路走不通，损害甚至破坏

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以牺牲生态

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

法，代价高昂、教训深刻，必须坚决

摒弃。让“绿水青山”与“金山银

山”和谐共生，最根本的是走出一

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积极探索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

银山的方法路径，让自然财富、生

态财富源源不断带来社会财富、经

济财富，为发展养元气、固根基。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这几

天，安康小区的居民们可是

高兴坏了，家门口新开的鑫

源社区便利超市，蔬菜瓜果、

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用品齐

备，让大家的生活方便了不少。

正在购物的社区居民们

都说：“这里的东西新鲜、品

种多、价格合理，不出社区就

购买到了所需的商品，我们

觉得很满意。”

进入店内一眼望去，商

品种类繁多，各式各样的新

鲜果蔬、不同品牌的米面粮

油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据

悉，超市还专们增设了免费

送货热线、手机代充、快递收

发等多项便民服务，为小区

居民的生活带了很多便利。

鑫源社区便利超市负责

人介绍，该超市的营业时间

为早上八点至晚上九点，价

钱都是按鑫源市场批发价格

定的。据悉，鑫源便民超市

是鑫源市场扩大便民服务半

径的有效措举，依托水果蔬

菜产地直采的优势，确保了

商品的质优价廉。

北京京门商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王晓冬说：“我们仅

用时5天时间，就完成了超市

筹备到运营的一系列工作。

今后，我们还会为区域百姓

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服务。”

据了解，截至2018年11

月,我区新建和规范提升便

民商业网点共51个，包含蔬

菜零售、便利超市、末端配送

等多项基本便民服务，推动了

生活性服务业的全面发展。

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针对这种情况，区商务委

将在进一步推进 2019 年便

民网点建设的同时，进行一

个整体梳理摸排，为老百姓

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琚毛毛）日前，

区委常委、武装部部长李耀光带队

检查督导我区民兵主要负责的检

查站、卡点。

李耀光先后到雁翅镇3个卡

点、斋堂镇1个卡点、清水镇2个卡

点，共6个卡点进行检查督导，对

每个卡点逐一检查并提出具体要

求，一要加强人员思想认识，要有

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高度重视民

兵执勤工作。二要加强履职尽责，

坚守好本职岗位，要做到熟练掌握

使用执勤武器器材和掌握民兵职

责要求，注意好自身安全。三要加

强秩序的正规，注意个人形象要

求，统一着装，佩戴规范的标志服

饰，自觉维护首都民兵良好形象。

四要加强协同配合，积极配合公安

民警做好安检排查工作。五要加

强规范报告制度，执勤工作中遇到

的各种情况，要及时上报，落实好

每日“零报告”制度，全力维护首都

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确保“两会”

期间绝对安全。

本报讯（记者何依锋）2018年
全市疏整促效果民意调查报告情

况结果显示，我区疏整促工作满意

度进一步提升，与2018年上半年

调查相比，满意度由85%提高到

96.7%，高于全市 94%的平均水

平，排名从13名升到第6名。

2018年，我区疏整促各单项

任务完成良好，尤其是城乡结合部

综合整治和违法建设整治工作成

绩突出。其中，城乡结合部综合整

治满意度为90%，位居全市第一；

违法建设整治工作成效比例最高，

为94%，全市排名第五。10类评

价指标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中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的

指标有5个，分别为治安、文化服

务、生活服务品质、卫生状况、社区

共建共治共享。民意诉求则集中

在居住社区及周边公共停车位、商

业便民设施、增补绿地、公共厕所、

健身场所等方面。

本报讯（记者杨铮）近日，我区

首个心血管内科心脏永久起搏器

程控专科门诊在区医院开诊。

据悉，程控检查对调整心脏

起搏器参数，优化患者治疗方案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

不同厂家的心脏起搏器，门诊准

备了多台知名厂家程控仪，能够

满足绝大多数患者的就诊需

求。心血管内科心脏永久起搏

器程控专科门诊的开诊，给已经

安装了心脏起搏器的患者带来

了极大便利。

目前，门诊设有两位专家出

诊。每月第一个周五上午，患者可

到医院挂号心血管内科进行就诊。

本报讯（通讯员陈永）“真是太

谢谢你们了，一大早就给我煮汤圆

吃……”一位受救助者感激地对区

救助站工作人员连声道谢，情不自

禁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元宵节当

天，区救助站工作人员一大早就煮

好了热气腾腾的汤圆，亲手送到受

助人员手中。

区救助站负责人介绍，为切实

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合法权益，使

受助人员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救助站以人为本，为受助人员提供

人性化的服务，在大年三十晚上，

组织站内滞留人员一起吃水果嗑

瓜子，观看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大年初一为他们包饺子，并在元宵

节当天把煮好的汤圆送到每一位

受助者手中。不仅如此，春节期

间，区救助站还为站内滞留人员添

置了新衣服和随身听，送上猪年吉

祥物，一系列的关爱服务使受助人员

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确保温暖过节。

据了解，区救助站一直以来坚

持“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原则，

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提高站内服务

水平，切实保障受助人员的基本权

益。自开展寒冬送温暖集中救助

巡视工作以来，先后救助流浪乞讨

人员50余人次，为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贡献了力量。

本报讯（记者 马燊）王平镇文

化服务中心日前投入使用。

据了解，王平镇文化服务中

心总面积2500平方米，除了多功

能厅为文艺演出提供舞台外，还

设有文娱活动室、图书室、健身房

等配套设施，市民在其中可以享

受到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另外，王平镇还积极引入了

专业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中心的运

营管理。未来，该中心将组织舞

蹈、声乐、从业技能等多种多样的

培训和比赛，提升市民的文艺水

平。

本报讯（通讯员韦雪青杨景林）
我区年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项

目日前进展顺利。

据悉，我区2019年新一轮百

万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新增造林

绿化任务41521.89亩，涉及清水

镇、斋堂镇、雁翅镇、永定镇，计划

总投资52240.22万元。其中，山

前平缓地造林2800.36亩，浅山荒

山造林29220.8亩，浅山台地造林

9500.73亩。

截至目前，各项目均已完成勘

察设计招标，取得市园林绿化局关

于施工设计方案的批复，全部完成

12301.09 亩新增土地的流转任

务，正在抓紧办理各项前期手续。

其中，山前平缓地造林工程已取得

实施方案批复和稳评批复，并于2

月26日完成施工开标。浅山荒山

造林工程已取得实施方案批复、稳

评批复和水评批复，目前正在进行

施工招标，预计一、二标段3月6日

开标，三、四标段3月11日开标。

浅山台地造林工程已取得区财政

局纳入财政预算的批复，目前正在

进行施工招标，预计3月18日开

标。

下一步，一是要将尽快组织山

前平缓地项目进场施工，浅山荒山

造林工程和台地造林工程在完成

招标后尽快组织进场施工。二是

要对造林地块所在村进行调查，提

前化解进场矛盾，做好场地整理、

林木更新手续等准备工作，严格倒

排工期，确保保质保量完成年度造

林任务。三是对18家保障性苗圃

进行摸底调查，保障苗木供应。四

是同步建立低收入帮扶台账，促进

低收入户就业。五是限期办理《农

民工工资保函》，预防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六是加强扬尘管控与施工

安全管理，制定环保、安全方案。

安
康
小
区
解
决
日
常
购
物
难

鑫
源
超
市
开
张
生
活
用
品
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赵孟宇

我区今年百万亩造林绿化项目
新增任务41521.89亩

王平镇文化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东辛房街道 98.6 1

潭柘寺镇 97.9 2

永定镇 97.2 3

城子街道 96.8 4

龙泉镇 96.5 5

军庄镇 96.1 6

大峪街道 95.4 7

其他地区

王平镇 98.2 1

清水镇 97.9 2

雁翅镇 97.5 3

大台街道 96.8 4

斋堂镇 96.5 5

妙峰山镇 95.7 6

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区城管执法监察局
开展环境秩序检查开展环境秩序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