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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冰）永定河门
头沟段长102公里，包括山峡段92
公里，城市段10公里。今年的永定
河生态补水工程于3月13日启动，计
划6月1日前累计输水1.6亿立方
米。这次大规模生态补水，滋润了干
涸已久的河道，我区区域内永定河山
峡段，近40年来首次实现全线通水。

永定河续流，续起的不仅是门
头沟的生态之美，更续起了一代人
的记忆、续起了浓浓的乡愁。波光
粼粼的永定河水孕育着京西大山中
的文化，流淌着门头沟人的血脉，承
载着河岸百姓的一个个成长的故事。

60岁的杨立国是土生土长的
王平镇人，从小就住在河流附近，他
对永定河有着深厚的感情，也见证
了永定河从水量减少到枯竭的过
程。现在，清澈的河水又流淌起来，
杨立国看在眼里，思绪万千。

杨立国说：“小的时候就在这生
活，那时候这条河自然环境特别好，
断流后就想，什么时候能再恢复到

以前那样就太好了。现在一补水，
我感觉又恢复到了原来山青水秀的
面貌，真是造福老百姓，大家平常没
事就来遛遛弯儿，都特别高兴。”

龙泉湾畔，水声隆隆。从山间
奔涌而来的湍急水流，跌落一级级
水坝，汇入通往下游城区的宽阔河
道。初春，水清岸绿的永定河，已成

为我区的一道靓丽风景，吸引了市
民前来观赏游玩。

“看见流淌的永定河水心里特
别舒畅，跟之前比可以说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以前这个地带一刮
风沙尘特别多，现在绿柳成荫，景色
宜人，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特
点，我们春夏秋冬基本都来一趟。”
前来拍照游玩的市民说。

区水务局副局长王巍告诉记
者，这次生态补水到6月放水停止
之后，开始进行永定河的河道治理，
这次治理的目标就是为了将来彻底
不断流，形成流动的河、安全的河、
清洁的河、绿色的河。

截至目前，我区100多公里永
定河河道已经实现全线通水。下半
年，还将进行数次小规模补水。

王巍说：“今年，我区启动了永
定河综合治理及生态修复工程，两
年左右的时间，到2020年山区的河
道将呈现出多重生境的流态，实现
生态安全、回归自然。”

天高云淡波光粼粼 永定河门头沟段水清岸绿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4月10
日上午，我区召开“基本无违建区”
创建工作调度会。区委副书记、区
长付兆庚出席会议。

据了解，区治违办已下发市专
指办提供的我区无手续建筑图斑，
共计30962处。要求各镇街和中关
村门头沟科技园在4月10前完成摸
排工作，并在区级平台完成分类提
交、信息录入、举证材料上传等基础
工作。对于统一纳入无手续类的建
筑，要求在6月30日前完成拆除。

付兆庚强调，区各相关部门、
镇街要提高认识、理清思路，充分
认识拆除违法建设的重要意义，要
科学统筹，合理布局，突出重点，狠
抓落实，不折不扣地完成拆违任

务。要摸清底数，建立台账，高标
准、高质量的完成拆违工作。要依
法分类，全面治理，按照现有的时
间节点和标准，推进违法建设的认
定和拆除工作，特别是永定河沿线
和涉及市级重点工程项目的违法
建设，要坚决拆除。要加强调度，
做好协调，建立“区长牵头，周周调
度，双周擂台”的机制，加大问题解
决力度，确保拆违工作顺利开展。
要树立典型，比学赶超，通过多种
渠道对配合拆违工作的典型进行
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强
化考核，确保进度，全力保证按时
按质完成拆违任务。

区领导赵北亭、王涛参加会
议。

我区召开“基本无违建区”
创建工作调度会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4月10
日上午，我区召开2019年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区委副书
记、区长付兆庚出席会议。

与会人员观看了 2018 年度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专题
片；区人力社保局部署2019年工
作。付兆庚与大峪街道办事处、
永定镇政府签订 2019 年度目标
责任书。

据了解，今年，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将进一步围绕我区产
业规划，挖掘就业岗位，推动全区
劳动力实现更充分就业；通过推进
社保领域重点改革，建立培训与输
转有效衔接机制，完善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制度等一系列举措，全力
推进社保能力提升。

付兆庚指出，做好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
大。区相关单位一是要加强分析
研判，进一步增强做好人保工作的
责任感，主动融入首都发展大局，
立足区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结合
机构改革，持续优化提升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工作水平，推动我区民
生和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二是要
突出工作重点，坚持民生为本、人
才优先，坚持惠民生与促发展相结
合，精准推进“创业带动就业”工
作，全力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加快
推进改革任务落地，激发专技和技
能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全面做好各
项工作保障，全力推动地区人保事
业高质量发展。

副区长张翠萍参加会议。

我区召开2019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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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冰）4月9日下
午，我区召开永定镇口袋公园建设
工作专题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付
兆庚出席会议。

会上，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汇报了永定镇口袋公园规划设计、
资金预算等情况，相关单位提出意
见建议。

据了解，口袋公园也称袖珍公
园，指对规模很小的城市开放空
间，进行绿化种植，再配置座椅等
便民服务设施，为当地居民服务。
口袋公园具有选址灵活、面积小、
离散性分布的特点，能够解决高密
度城市中心区人们对公园的需求。

付兆庚强调，口袋公园能够拓
展绿色活动空间，打造老百姓身边
的城市公园，为市民提供更多休憩
之地。永定镇要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推进城市绿化美化的决
策部署，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闲
置地块等小区域“见缝插绿”，对公
园建设进行整体谋划，和市、区规
划对标对表，以整体规划为基础，
调整工作方法和工作思路。要进
一步完善设计方案，坚持高标准设
计，结合改造特色、突出主题，做出
精品。

区委常委、副区长张闯参加会
议。

本报讯（通讯员 毕贺申）取得
营业执照、刻制公章、用工信息采
集、领用发票……这些开办企业时
需要完成的事，曾经要在几个部门
间来回跑很多趟才能办好，让开办
者们感到头疼。

去年3月，为了优化群众开办
企业的体验，区市场监管局着力简
化办事流程，成立了“新设立企业
办理专区”，通过3个环节，5日内可
办完全部注册手续。今年，为进一
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为群众提
供更加便捷、高效和人性化的服
务，区市场监管局大力推广“9+N”
2.0版新举措，申请人只需1个环
节，3日内就可办完全部手续，企业
开办所需时间再次缩短。

一个环节 一步到位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开展以来，

区市场监管局着力精简办照手续，

2018年，到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企业
开办业务，只需要在工商、税务和
公安3个部门网站分别填写相关信
息，将填好的材料交到专区，后面
的流程即由各部门内部流转处
理。今年，网站登记的环节再次缩
减，通过使用新版网上服务平台“e
窗通”，申请人只需在1个系统即可
填写全部登记信息。通过审批后，
可立即获得一张载有市场主体身
份信息的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
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企业根
据需要可以随时自行下载使用，支
持微信、支付宝等多种下载途径。

压缩时限 增设服务
“以前办一个企业需要很多

天，跑完工商跑税务，材料不合格
还得改了再去交，半个月也不见得
办下来。虽然我们已经很熟悉办
照流程了，但还是常常会觉得麻

烦，主要是来回跑太浪费时间。”提
到办理时间上的变化，中介公司的
业务员小王最有感触。“去年办照
时间压缩到5天的时候就觉得快了
很多，最近又明显不一样了，在‘e
窗通’上全填好，等着看各部门审
批进度就行了，全审过了再去取东
西，3天，一趟全齐！”小王说的审批
进度，是“e 窗通”的又一项新功
能。通过该网站，用户可以实时查
看取得执照、刻制公章、领用发票、
用工信息采集等事项的办理进度，
审批完成后再到大厅取件，更加节
约时间成本。

持续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为了进一步提高“9+N”2.0版

新举措的公众知晓度，区市场监管
局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培训工作。
分别面向中介、银行、民营企业、政
务服务中心、全区委办局、各镇街

等企业和政府部门开展了6轮业务
培训会，介绍营商环境改革背景，
对新政策进行宣传讲解，方便各部
门为群众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
务。共覆盖42个窗口单位、13个
镇街、7家银行机构、19家中介、
230余家企业，培训总人数达480
余人。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
加大对优化营商环境“9+N”2.0版
新举措的宣传力度，同时加强政务
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服务标准和服
务规范培训，做好政策实施落地工
作，为申请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
和人性化的企业开办服务。

原创舞剧《山谷幽兰》开演
本报讯（记者 屈媛）四月尽芳菲，山谷绽幽兰。4月10日，

由区教委主办，北京市大峪中学等我区十余所中小学参与演
出的大型原创校园舞剧《山谷幽兰》在中央民族剧院开演。教
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副司长申继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
杨燕冰、北京市委副秘书长郑登文、市委教工委副书记狄涛、
市教委副主任李奕、区委书记张力兵、区政协主席张冰等领导
出席活动。

据悉，舞剧《山谷幽兰》以孙惠君老师的真实教育题材进
行创作改编，共分为“初涉山谷”“深谷天才”“打破坚冰”“我
回来了”四幕，反映了坚守在山区教育一线，在三尺讲台挥洒
青春，为学生成长成才呕心沥血的优秀教师群体的感人故事。

我区优化营商环境 企业开办时间再次缩短
1个系统即可填写全部登记信息 3日内可办完全部注册手续

我区召开永定镇口袋公园
建设工作专题会

区教委负责人介绍说：“近年来，我区全面加强和
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努力建设了
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
质美育教师队伍。同时，以课堂为基础、以社团为提
高、以展演为实践，面向全体，每名学生至少掌握一项
艺术爱好；北京市金帆艺术团、北京市金帆书画院、北
京市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和少年宫充分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全区学校‘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美育格局基
本形成。”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
烛铸民魂。”这部舞剧参演学生多达百余人，其中有
90%的同学没有任何舞蹈基础，却演绎出大峪中学舞
蹈教师孙惠君扎根山区教育，投身艺术事业的芳华。

区领导李耀光、张闯、何渊出席活动。

本报讯（记者 屈媛）4月11日
上午，区政协举办2019年第一次
学习报告厅，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应
用文理学院院长、北京学研究所所
长、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
究基地主任张宝秀教授作关于“擦
亮首都文化金名片，讲好门头沟故
事”为题的报告。区政协主席张冰
与部分政协委员参加学习。

张教授运用丰富的理论研究
成果，从北京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是一张中华文明的金名片；北京擦
亮首都文化金名片的路径，确定并
落实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
点任务；讲好门头沟故事的思路与
建议三个方面，深入浅出、风趣生

动地进行了分析。
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协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的作用，把学习作为各级政协组
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政治责任，
作为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有效途
径，更加崇尚学习、积极改造学
习、持续深化学习。提高建言资政
和凝聚共识双方向发力的质量，切
实把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对人
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以优
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为建设绿水青山门头沟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区政协副主席张满仓、冯飞、
高连发参加会议。

区政协举办委员学习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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