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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文明 文化低碳

团区委组织开展
2019年度法治副校长

和合适成年人工作培训会

落实“接诉即办”
解决百姓身边问题

深化“红色螺丝钉”党建工作品牌
引领现代化生态新区动物防疫事业科学发展

国家气象局来我区开展绿化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专家齐聚京煤集团总医院
就相关疾病诊治进行交流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区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认真贯彻落实区

委七次全会精神，推动“红色门头

沟”党建工作要求落实落细，聚焦

动物防疫事业主责主业，认真总结

经验做法，实施多项举措，深化支

部“红色螺丝钉”党建工作品牌，引

领保障现代化生态新区动物防疫

事业科学发展。

一是加强对基层党建工作的

领导。2018年度组织生活会上，区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强

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

精神、区委全会精神贯穿全年，对

标“红色门头沟”党建工作总要求，

强化具体举措，深化支部“红色螺

丝钉”党建工作品牌。明确要及时

制定实施好2019年度支部党建工

作计划，抓实抓细支部规范化建

设。尤其是抓实“一规一册一表一

网”载体，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支部

工作条例》、党建工作五项基本制

度，精心组织开展好基层党建活

动，丰富党员活动形式，组织开展好

支部学习，严格党员教育监督管理，

认真听取党员意见建议，推动支部

党建工作实现新跨越、新提升。

二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区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将强化

政治意识，强化大局意识，积极谋划

中心党组织及党员群众服务全区低

收入帮扶、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的思路举措，积极动

员全体党员关心关注我区“三四三

三”工程进度，积极建言献策，发光

发热，在宜居宜业宜游现代化生态

新区建设中做出更多贡献。

三是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区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将认真贯

彻落实上级党组织要求，进一步加

强支部班子建设，支部书记带头，

加强沟通协作，强化担当作为，团

结带领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深入一

线扎实完成好 2019 年度春防、秋

防、犬狂犬病防疫、实验室能力建

设、重大动物疫病应急处置、高素

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等各项重

点工作任务。

四是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党支部班子积极深入农村，同镇

村动物防疫部门沟通交流意见建

议，倾听养殖场户所思所盼所急，

多种载体多种方式宣传好动物防

疫专业技术知识及法律法规知识，

认真帮助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问

题，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

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同支部党员的

沟通交流，积极帮助有困难的党

员，维护好党员的正当权益，进一

步强化党员对支部的归属感、认同

感，提升党支部的组织力，吸引力，

凝聚力。

本报讯（通讯员 韦雪青 赵静）
近日，国家气象局200名机关干部

到我区王平镇湿地公园开展了“履

行义务植树责任 建设美丽北京”

主题义务植树活动，栽植紫叶李、

法桐、榆叶梅、白皮松、碧桃、西府

海棠、复叶槭共计十余种210余株。

活动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景

象，大家三五成组，有的扶树、有的

铲土、有的浇水，纷纷撸起袖子，为

首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的优

美环境加油干！

今年，我区义务植树活动植树

点设在定都阁风景区，以“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 履行义务植树责任”

为主题，区绿化办大力宣传和做好

义务植树各项组织、服务工作，突

出“点面结合、形式多样”的义务植

树活动特点，通过组织、服务区领

导四大部门义务植树、市民义务植

树；公园树木认建认养；古树名木

认建认养；设置义务植树、购买碳

汇宣传点；发放宣传材料等多种方

式，全面生动的解析了义务植树活

动的重大意义，得到了市民的认可

和好评。

据了解，今年是首都全民义务

植树开展的第 35个年头，也是我

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第 38 个年

头。38年来，我区参加义务植树

的市民累计超过655万人次，共植

树 2016 万余株。使我区呈现出

“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美丽景

观，营造了全区植绿、爱绿、护绿的

良好社会氛围。同时，我区义务植

树工作紧紧围绕落实生态涵养功

能定位、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

现代化生态新区，大力推动全区发

展条件的改善、发展环境的优化，

不断推动我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工作，在更高水平上推动现代化生

态新区建设，努力为首都率先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添

砖加瓦。

本报讯（记者姚宝良）农历三月初三，春风和煦，

阳光明媚。在斋堂镇桑峪村文化公园内，来自桑峪

村及附近村庄的千余人共同参加了由斋堂镇政府、

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主办，桑峪村村民委员会承

办，区文联协办的“桑峪村三月三传统文化节”。

此次活动以溯源、寻根、凝心、铸魂为主旨，通

过阐释、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强

化文化担当，赓续中华文明之“脉”，筑牢文化自信

之“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桑峪村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生态优美。作为

轩辕黄帝的后裔，桑峪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产

发展、繁衍生息，以桑蚕业为标志的五行八作在桑

峪大地上蓬勃发展。每逢三月初三，桑峪村的族人

们都会相聚在一起，共同祭奠他们的始祖黄帝，祭

奠桑蚕业的始祖蚕神嫘祖。同时，以族人大会的形

式，向全体族人汇报村庄一年来的经济、社会、产业

发展情况，并将财务及困难救济、助学、公益事业支

出等情况进行现场报告，分享族人开枝散叶，人口

发展，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好消息。最后全村族人及

邻村的村民们同做共吃“蚕丝面”，祈福族人繁衍兴

旺，祈福太平盛世。

身为基层干部，居民群众有什

么需求，应尽其所能满足其需求，

尽量做到“民有所呼、我必有应，重

在效果”。

当人民群众提出诉求时，我们

应该及时记录下来，整合资源，协

调好各部门关系，想方设法及时为

群众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

而面对群众提出需求时，我们应该

耐心倾听，本着一个谦和的态度面

对群众，这样才能让群众更加信任

我们。

“我必有应”体现的是一种态

度。当群众提出诉求时，我们一定

要本着积极的态度去回应他们，并

付诸于实际行动，绝不能敷衍他

们。但又不止于此。首先要尽快

做到回应，不应不行，慢应也不行，

真正急群众所急 、忧群众所忧，

“应”就必须做到及时快速。

有人回应，还要有人办。“民有所

呼，我必有应”是为群众办事，不能有

人应而无人办，也不能“应”得及时快

速，而“应”得拖沓推诿。对群众提出

的合理诉求，应该能办尽快办。

“我必有应”，从根本上说，是实

实在在为群众办成事、解难题。“重

在效果”旨在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

得好不好，群众满不满意，是根本的

评价标准。我们有没有真正地帮群

众解决实际困难，解决得好与不好，

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判断标准。

要想获得实际效果，从而解决

实际问题，就要树立良好作风，让

大家想干事、干好事、会干事、干成

事，坚持不懈干事。用真心真情为

民办事，换来群众的真感情、真信

任。只有在干事中体现出先进性、

创新性，才能真正地得到群众认

可。只有重在解决实际问题，才能

取得实际效果。

实践中，切实帮助群众解决种

种实际问题和困难，提供行之有效

的帮助，是我们社区干部的职责所

在。解决问题不能漫无目的，要有

重点、有计划，根据需求去帮扶，才

能帮到点子上；对于群众提出的问

题，能当场解决的尽量当场就尽快

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要限时解

决，不能消极拖沓；对要解决的问

题要进行及时跟踪，确保取得一个

良好的效果。

本报讯（通讯员刘焕敏）清明

节前后，区文明办、协调办共同开

展了《我们的节日，清明节---做

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平安文明、文

化低碳”》主题活动，倡导科学文

明的祭祀方式，破除祭扫陋习，推

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围绕着主题活动，区文明办、协

调办制作了《清明节文明祭祀倡议

书》1000余份，公共文明引导员利

用志愿服务时间，向每一位来祭扫

的家庭发放了《倡议书》。公共文明

引导员放弃休息时间，在区慈孝园、

天山陵园及相关的公交站台、路口

维护秩序，发放宣传品、疏导乘客，

特别是在密云、平谷发生火情之后，

引导员们把志愿服务重点调整为：文

明祭扫，安全第一。大家在及时疏导

车站和路口人群，避免踩踏事件发生

的同时，不厌其烦的通过小喇叭，一

遍又一遍地向前来祭扫的市民宣传，

提倡文明低碳祭扫，不准焚香，烧

纸，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的重要意

义，得到广大市民的理解和赞成。

仅3月30、31日两天祭扫高

峰期，我区引导员62人参加志愿

活动，累计疏导车流量5000余辆，

咨询引路200余人次，发放文明祭

祀倡仪书600余份，扶老携幼70余

人次，劝阻不文明行为20次。

本报讯（记者闫吉）记者从区

城市管理指挥中心了解到，去年

年底12345政府服务热线接到石

门营新四区居民来电，反映社区

居民“买菜难”问题，案件转办后，

东辛房街道办事处立即组织工作

人员进行了回访和实地调研，根

据反映问题，安排社区居委会与

多家蔬菜供应商对接。通过对比

蔬菜种类、价格、新鲜程度，最终

与首菜农产品公司达成协议，向

社区居民直接供货销售蔬菜。经

过几个月的组织协调，第一批蔬

菜日前正式运到石门营新四区售

卖。

附近居民都说，以前没地方

买菜，有时候去石景山，有时候上

增产路，非常不方便。这个菜站

建立以来，我们下楼就能买到菜，

真是太方便了。

蔬菜销售站设立在社区小广

场，各种菜品种类齐全，品质新

鲜、价格合理。销售人员介绍，差

不多早上五点多菜上完了，直接

拉到咱们社区，为了保证它的新

鲜程度，中间没有倒手，直接到我

们居民的手里，让大家吃到新鲜

的菜和放心的菜。

据了解，菜站每周一、三、五、

日售卖，同时做到销售时不扰民，

销售完场干地净。石门营新四区

居委会工作人员说，我们与首菜

农产品公司达成协议，要求该公

司早上七点前到达社区，让社区

居民买上新鲜的菜，下午一点收

摊儿，不影响居民休息，下午两点

之前把卫生打扫干净，保持小区

的优美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王琳）近日，团

区委开展了为期一天的法治副校长

和合适成年人工作培训会。来自全

区司法和教育系统各个单位的50

余名青少年法治工作者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团区委书记黄

景对2018年法治副校长和合适

成年人工作进行总结，并对2019

年“创城”攻坚中的青少年法治教

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参

训人员能够以“红色门头沟”党建

为引领，设计开展贴近青少年需

求的法治教育和困境帮扶活动，

不断提升全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水平，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营造安全稳定的校园环境。

授课中，北京市青少年法律

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许建

农老师结合中小学校重大安全事

件分析以及安全教育工作详解，

围绕着《构建平安和谐的校园环

境》主题，为到场的法治副校长们

进行了生动的讲解，使参训人员

对校园安全的工作重点、校园安

全风险点及防范知识、突发灾害

及紧急事件的应急处理办法等内

容有了更多、更深层次的了解。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

询服务中心名誉理事长宗春山老

师则围绕《校园欺凌应对与危机

干预》主题，从校园欺凌如何产

生、欺凌双方的心理活动到如何

处理校园欺凌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的讲解，强调了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预防校园欺凌等工作的重

要性，并通过互动式教学法与学

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团区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法治副校长和合适成年人工作是

我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和思想道德

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此次培

训，切实提升了我区青少年法治

工作者队伍整体水平，加强了合

适成年人、法治副校长队伍的管

理和建设，提高了工作的规范性

和专业性。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

众多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来到京煤

集团总医院，就消化系统相关疾

病的诊治进行交流。大家分别为

精准诊治消化系统疾病献计献

策，并展示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

推动了我区在消化系统疾病上的

诊疗水平。

京煤集团总医院消化科主任

肖建存介绍：“我们消化专业努力

的方向就是要把早癌筛查出来，

让大家能够在临床工作中把这个

应用起来，提高早癌检出率。”

据了解，这次的交流，是在我

区连续举办的第七届京西消化肿

瘤论坛，推动了京西地区消化肿

瘤诊疗水平，对百姓就近就医起

到了显著成效。京煤集团总医院

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引进先进设备

和医疗专家，先后诊治抢救了多

起消化危重病人，使地区百姓享

受到了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38年来，我区参加义务植树市民累计超过655万人次

呼必有应 重在效果
■ 吕秀芝

4月份第一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4月份第一周(4.1-4.7）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三月三祭轩辕三月三祭轩辕 千人同吃蚕丝面千人同吃蚕丝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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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门城地区门城地区门城地区

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

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

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

龙泉镇龙泉镇龙泉镇龙泉镇

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

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

军庄镇军庄镇军庄镇军庄镇

其他地区其他地区其他地区其他地区

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

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

妙峰山镇妙峰山镇妙峰山镇妙峰山镇

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

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

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

98.6 1

97.9 2

97.5 3

97.2 4

96.5 5

96.4 6

96.1 7

98.9 1

98.6 2

98.2 3

97.9 4

97.2 5

96.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