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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门头沟热心人”logo创意大赛的通知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
……”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
社会发出了大力弘扬家国情怀的号召，必将激励
更多的年青一代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觉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更加自信地投
身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广阔道路
上来。

在居安思危中，涵养家国情怀。唐代诗人杜
荀鹤在《泾溪》诗中这样写到：“泾溪石险人兢慎，
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
沉沦。”意思是说人在泾溪险石上行走时，因为总
是保持着战战兢兢、小心谨慎，所以一年到头很
少遇到危险，而恰是在平坦无险没有礁石的地
方，却常有落水的事情发生。诗文虽然只有短短
地二十八个字，却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
的生命辨证，滋养着家国情怀。生活中往往就是
这样，人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就越能激起斗志
努力奋斗，并有所成就；反而在事业顺畅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放松对自我要求“栽了跟头”，这与在
平坦无险之处落水又有什么区别呢？作为青年
一代，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兴于忧患，亡于
安乐”的古训，要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

理，更要努力克服“麻痹、懒惰、自满、懈怠”，坚守
住“底线”，常怀“忧患”意识，才能在顺境逆境之
时能够保持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不负青春和年
华。

在传承家风中，涵养家国情怀。“忠厚传家
久，诗书继世长。”家风作为一个家族在长期生活
中形成和积淀的日常生活方式、文明风范、传统
习惯和道德风貌，不仅成就了无数德高望重的家
庭和家族，更是备受历代推崇。从久负盛名的

《颜氏家训》到家喻户晓的《朱子家训》，从郑板桥
以竹教育子孙做人要像竹子一样虚心有节、刚直
不阿，到桐城人张文瑞包容、礼让邻居传为美谈
的《六尺巷》，无不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家风的典
范，在天地间留下一个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动人佳
话，华夏文明因此得以丰富和流芳，成为今天我
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动力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
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
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很多踏踏实
实传承优良家风的家庭，无不人才辈出，兼济天
下造福一方，成为扎根人民，奉献国家的时代楷
模。

在精忠报国中，涵养家国情怀。2018年5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
出，“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
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这句话不仅道出了
总书记的初心和家国情怀，更成为激励无数青年
才俊精忠报国的强大动力和努力的方向。说到
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文天祥曾经写下了“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丽诗句，表现
了诗人百折不挠，宁死不屈也要忠于国家和人民
的崇高品质和坚贞气节；林则徐则在被贬充军的
途中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的壮志豪言，表明了诗人对禁烟抗英的坚决态
度，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当前，正是我们
面对各种新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的关键时期，
又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可谓使命光荣，责任
重大，需要每一名青年人为之拼搏为之奋斗，忠
于自己的职责，干好本职工作，力争创新创优多
做贡献，努力做到这些就是对国家的大忠，就是
最大的报国。

火红的日子需要打拼，幸福的生活离不开浓
浓的家国情怀和正在努力奋斗、努力拼搏的你
我。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让我们在涵养中厚植家国情怀，不负青春芳华，
一起担当，一起追梦！

本报讯（记者 陈凯）3月11日
下午，区政协主席张冰带领我区部
分政协委员到朝阳区双井街道参
观双井“13社区”、街道综治中心，
详细了解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朝阳区政协主席陈涛参加考察。

据了解，双井街道“13社区”是
以‘互联网+社会治理’为理念，以
微信公众号、报纸、微博、网站为载
体，通过融媒体矩阵形成居民、社
会、政府三者之间利益交织、目标
相近、行动协同的共建共享的社会
基层治理结构。

政协委员们纷纷表示，要学习

双井街道好经验、好做法，结合我
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方案，不断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张冰指出，各界政协委员要充
分发挥专业优势，吸纳专家参加调
研，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照我区进
行研究，真正把短板找出来、把突
出问题理清楚、把主要症结分析
透。同时，结合我区“创城”工作，
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加快推
动数字化、智慧化城市管理建设。

朝阳区政协副主席张永新，区
政协副主席张满仓、冯飞参加考
察。

满族村里新景观满族村里新景观 违建变身风情园违建变身风情园

区政协领导到朝阳区考察

涵养家国情怀 不负青春芳华
■ 陈永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3月13
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
到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调研，就深
入推进“接诉即办”工作进行部署。

目前，我区通过区城市管理指
挥中心，从电话、网络、微信、微博、
短信五大渠道受理群众诉求，采用
一站式受理和多部门联动的方式，
实现对群众诉求的集中解答、转
办、督办和回访；同时，通过市、区、
镇街、村居、内部网格五级循环机
制，实现问题快速化解。

付兆庚要求，区各相关部门要
高站位认识“接诉即办”工作，镇
街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实抓好，把
百姓的事当自家的事来处理，借鉴

好的经验和做法，将措施落到实
处。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思想，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
应”，对于群众诉求要主动接单，
逐一分析、件件督办、积极解决，
对于暂时无法解决的诉求，要耐心
做好解释工作，定期回应通报办理
情况。要健全和完善管理城市、服
务群众的各项措施，强化党建引领
作用，积极创建符合各镇街实际情
况的服务品牌，充分研究利用好便
民电话、连民心恳谈室、网管化管
理、快递员协助监督等多项措施，
切实将“接诉即办”工作落到实
处。

副区长赵北亭参加会议。

区领导到城市管理指挥中心调研时要求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接诉即办

本报讯（记者 李冰）妙峰山镇
结合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相关要
求，遵循“拆除违建，还百姓绿色空
间”的理念，合理规划拆违空地，对
陇驾庄村拆违空地实施了“满族风
情园”景观提升工程。目前，该工程
已经进入尾声，新修建的公园也成
为了村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种植树木、平整步道、修建满族
文化墙、“海东青”雕塑、停车场……
走进妙峰山镇陇驾庄村，顿时被这
个设施齐全的小公园吸引了眼球。

据介绍，过去该区域还是陇驾
庄村内存量面积较大、群众反映强
烈的一片违法建设。该点位随即被
纳入拆违上账任务，镇村两级联动，
对违法建设实施了拆除。

记者看到，曾经公园门口的一
片违法建设，拆除后已经被规划为
拥有100个车位的停车场，缓解周
边百姓停车难的问题。走进公园，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以满族文化为
主题的特色景观设施，部分设施还
采用了剪纸艺术的造型，满族传统文

化也上了文化墙，充分体现了满族文
化的内涵。公园里，有的老人在来来
回回遛弯儿，有的坐在一起一边聊着
天儿，一边悠闲地晒着太阳，还有些
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玩耍、嬉戏。

宽阔平整的广场成为附近居民

闲暇散步的好去处，受到了百姓的
一致好评。“改变特别多，以前都是
乱七八糟的，一整理了之后特别好，
平常出门来这遛遛弯儿心里都觉得
特痛快。”“特别是这个停车场，修完
以后，停车整齐了，街道就宽了，更

安全了。”
据了解，“满族风情园”项目工

程位于陇驾庄村北侧，总占地面积
16000平方米，分为主题文化公园
和陇驾庄集市两部分，包括树木种
植、景观提升、道路翻修等施工内
容。目前，公园主体建设已经全部完
工，即将进行裸露地面的绿化工程。

妙峰山镇经济办负责人张觅
说：“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和集贸市
场的道路贯通，使之形成循环，还将
进行售货商亭的安装，对集贸市场
进行规范。”

去年，妙峰山镇在大力开展拆
违控违工作的同时，不断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植绿种绿，做到“拆除一
处，清理一处，美化一处”，提升辖区
环境品质。

妙峰山镇拆违办公室主任乔晓
光说：“我们利用疏解、拆违、腾退的
空间，结合镇里的产业规划功能布
局，设计出微型公园、停车场等一系
列的便民设施，让百姓一出家门就
进公园。”

本报讯（记者 屈媛）3月13日
上午，区政协召开“打造精品民宿”
专题协商开题会。区政协主席张
冰，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永出
席会议。

会上，区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
就《门头沟区政协“打造精品民宿”
专题协商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进行说明及征求意见建议；区发改
委、区农委、区旅游委简要通报协
商议题相关工作进展情况。随后，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专家
进行了开题辅导。

张永强调，研究课题要突出导
向性，打造精品民宿是一个重要的
载体，在解决我区精准帮扶、美丽
乡村建设以及振兴农村方面发挥

重要的作用，通过“打造精品民宿”
来推动我区农村发展。

张冰表示，要高站位，发展乡
村新型服务业，要明确专题研究方
向，不断壮大我区乡村产业，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以民宿为代表，以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文旅体验产
业相结合，根据我区的功能定位，
打造有特点的主题田园综合体，满
足人们多元的文化需求。要充分
调研协商，制定明确的调查提纲，
广大政协委员要广泛开展专题调
研、视察活动，发挥好政协组织在
参政议政中的积极作用，提出符合
我区实际的高质量建议。

区政协副主席高连发出席会
议。

区政协召开“打造精品民宿”
专题协商会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随着气
温的不断攀升，春天的脚步离我们
越来越近了。迎春花从不辜负它
的名字，总是在春的季节里第一个

绽放，把春的信息洒满人间。近
日，在我区的公园、绿地，迎春花已
经尽披黄金甲，吸引了附近居民及
摄影爱好者前来赏花、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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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3月14
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
到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调研，了
解园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
培育经济新动能”相关工作落实
情况，听取驻区企业的意见和建
议，并实地查看部分企业运营情
况。

据了解，2018年,园区企业实
现三级税收36.66亿元，同比增长
19.8%，完成区级财政留成8.78亿
元，同比增长16.5%，增长速度创历
史新高。今年，园区将继续按照

“优化环境面，关注产业线，聚焦精
准点”的产业服务体系，聚集创新
发展要素资源，抓好“9+N”2.0版，

“高精尖19条”等市区政策落地，在
人才引进、金融服务、研发创新等
方面给予企业支持，为企业发展提
供良好服务。

付兆庚指出，营商环境既是地
区发展软实力，更是核心竞争力。
区相关部门要找准问题补短板，全
力做好相关服务工作，不断提高服
务质量，对企业的诉求做到“有问
必答，有求必应”，确保营商环境最
佳化。要以商招商、以情招商、以
诚招商、以实招商,确保“高精尖”
企业项目落地，区域经济实现一季
度“开门红”。

区领导张兴胜、薛志勇参加调
研。

区领导到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调研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培育经济新动能

今日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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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难点问题
城子街道“议事会”发挥作用

全区各单位：
近日，区创城办开展了“门头

沟区群众性文明创建队伍名称”
征集活动，最终“门头沟热心人”
入选。为通过生动、形象、新颖的
标识，集中展现“门头沟热心人”
的群体形象和所代表的城市精
神，提高这一名称的辨识度，现公
开征集“门头沟热心人”Logo。

一、参赛要求
Logo要充分彰显门头沟历

史文化特色，充分体现“门头沟热
心人”的精神内涵，即门头沟人民
爱党爱国爱家乡的至真情怀、温
暖真诚热心肠的至深情义、奉献

作为勇担当的至高情操、实干进
取创首善的至热情感。

报送作品一律为彩色稿，要求
原创，不得抄袭、剽窃，不得侵犯任
何第三方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
权、隐私权、商标权等合法权益。
凡入围作品，其著作权、肖像权、署
名权、知识产权视为授权同意主办
方有权在各类公益宣传中使用，不
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主办方保
留对入围作品部分修改的权利。

二、征集时间
从即日起至3月19日止。
三、报送方式
请将稿件发送至mtgccbzj@

163.com邮箱。投稿请注明作者
信息（单位、姓名、身份证号、联系
电话）。手绘稿件请送至区创城
办宣传文秘组（区委党校316房
间）。 联 系 人 ：王 娱 ，电 话 ：
61806756。

四、奖项设置
本次征集将视情况从报送作

品中选出部分入围作品，每个入
围作品给予500元奖励。最终评
选出一个作品作为“门头沟热心
人”Logo，给予3000元奖励。

门头沟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总指挥部办公室
2019年3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