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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级河镇级河镇级河镇级河
长巡河长巡河长巡河长巡河
率率率率

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镇镇镇镇、、、、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
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

镇镇镇镇、、、、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
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发现问题        
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

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
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

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
问题整改率问题整改率问题整改率问题整改率

1 大峪街道 100%
村级河长巡河
率考核不包含
社区级河长

2 0% 0
2 城子街道 100% 1 0% 1 100%
3 东辛房街道 100% 6 100% 0
4 大台街道 100% 1 100% 4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0 6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13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5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0 3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6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1 5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6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7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5 100%
14 全区合计 100% 100% 11 73% 6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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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参加首都统一战线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仪式

我区开展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昔日违建遍地 今日道平树绿

区委老干部局引导
老干部学习使用信息化终端

不做“花样文章”争当有为青年
■ 李晔

4月份第二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4月份第二周(4.8-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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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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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凯）满族风情园

景观提升工程日前进入尾声，也成为

了村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附近

的村民们都说：“自从建了这个停车

场以后，停车规整了，街道也变宽了，

视野也好了，老人们走着也更安全放

心了。”

据了解，以前，该公园的门口盖

满了违法建筑。去年，妙峰山镇结合

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相关要求，对陇

驾庄村拆违空地实施了满族风情园

景观提升工程。现在，这里已经被规

划为拥有100个车位的停车场。

走进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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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体现满族文化的内涵。公园里，老人

们坐在一起一边聊着天，一边悠闲地

晒着太阳，还有些家长带着孩子在这

里玩耍、嬉戏。“改变特别多，以前这

破破烂烂，哪儿都是乱七八糟，现在

这一整理特别好，谁出来都说变化

大。”正在遛弯的村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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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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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绍，目前，正在进行公园与大集部分

的道路贯通工程，使之形成循环。

接下来，还将进行售货商亭的安装，

进一步规范集市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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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拆除一处，清理一

处，美化一处”，提升辖区环境品

质。截至目前，该镇已完成斜河涧

村、丁家滩村、下苇甸村的空闲用地

升级改造工程。“接下来，我镇还将

利用疏解拆违腾退的这些空间，结

合地区产业规划功能布局，规划设

计出微型公园、停车场等一系列的便

民设施，更好地方便地区百姓。”妙峰

山镇拆违办公室主任乔晓光说。

一些年轻干部刚步入工作岗

位，就被列为“秀才”的重点培养对

象，理由是新人点子多、潮词多、文

笔好。前辈们也乐于传授“格式好

写、词句好听、字眼好看、领导好念”

的“四好”文章。一件看似普通的工

作成果由“秀才”们拔拔高度、润润

颜色、推敲字眼、合辙押韵就成了

“上的台面、入得法眼”的政绩。

长此以往，“秀才们”就更乐于

琢磨字眼、闭门造车。纸上文章做

多了必然无暇走基层、跑现场、调

查问题、核对数据。甚至为了吸引

眼球，编造数据、夸大事实，制造外

表光鲜亮丽、实为海市蜃楼的“花

样文章”，上级部门看到的也都是

鲜花和掌声。殊不知，这些鲜花是

由无源之水灌溉、生长在空中楼阁

里的无根之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

提到“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换

言之，幸福不是“白日做梦”、不是

“夸夸奇谈”纸上文章。放眼中国

取得的各项成就，从民生事业加快

发展、到科技创新工程捷报频传，

哪个不是依靠科学家的潜心研究、

工匠们的精益求精、普通劳动者的

默默奉献得来的。因此，作为新时

代的青年干部，不能关起门来做

“花样文章”，应该脚踏实地争当有

为青年。

首先，要正学风，要端正学习

态度。要多向身边的同志学习、向

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基层学

习。学习先进经验、学习专业技

术、学习处事技巧。从学习中发现

问题、修正方向、积累沉淀。

其次，要改文风，要注意摆事

实引数据。少说空话、套话、官话，

多思考如何阐明事实、查摆问题。

少写如何做到、多写怎样做好。要

多说群众听得懂的话、多做群众看

得到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作为领导干部要

树政风，要树立“以事为本”的考评

模式。不看鲜花看数据、不听掌声

听民生。改变念报告摆政绩的汇

报方式，要求下级单位部门多报数

据、多说“干货”，少谈辛苦、少走过

场。要走出去伏下身子，亲自考察

工作效果，让能干、会干、肯干的干

部得到提拔和重用。营造人人上

进、个个争先的工作氛围。

年轻的党员干部拥有热情和

活力，掌握新知识、新手段。不能

只坐在办公室里当“空心笔杆子”

做“花样文章”，要扎根基层发挥特

长，多替群众办事、多为百姓发声，

做脚踏实地的“泥腿子”，争当有为

青年。

本报讯（记者陈凯）近日，第五届梨花乐跑节在军庄镇拉开帷幕。活

动以“梨花古韵赏胜景，文明创城谱新章”为主题，市民们在梨花树下，一

起品贡梨文化，赏梨花美景，学文明礼仪。

在孟悟村的千亩梨园里，花浪起伏，如雪似雾。孩子们身着汉服奏

古筝、绘纸伞，梨花下游人如织。远远望去，身着骑行服的队员们和乐跑

队成员穿梭其间，构成了“人在画中行”的美丽景观。

骑行队的队员们都说：“很高兴能来参加活动，这里不仅梨花美、空

气好，人也很热情。”“第一次参加梨花乐跑节，景色美，活动内容丰富，跑

起来也特别轻松。”刚刚跑完全程的乐跑队员说。

据了解，本届梨花乐跑节包含百人乐跑、绿色骑行、油纸伞绘制、古

筝表演、文明小锦囊、风车长廊等内容，游客可在这千亩梨园中享受梨花

芬芳之美，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据军庄镇党委书记付军利介绍，该镇的

梨花在清明左右是春蕾萌动的时候，现在正是盛花期和最佳观赏期，欢

迎大家前来观赏游玩。

本报讯（记者屈媛）4月15日

上午，市委统战部与市委宣传部

联合举办“同心同行七十年·坚定

不移跟党走——首都统一战线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教育

活动”启动仪式。区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张永在区分会场出席活

动。全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

士、非公经济人士、宗教界人士、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党外知识分

子及统战口内单位干部50余人

参加活动。

分会场以视频连线、网络直

播形式进行，现场气氛热烈，秩序

井然。与会人员整齐着装，精神

饱满，怀着激动的心情，观看升旗

仪式，高唱国歌，听取民主党派代

表、无党派人士的倡议发言，合唱

歌曲《歌唱祖国》，充分展现了地

区新时代广大统战成员的精神风

貌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新气象、新

风采、新作为。

据悉，“同心同行七十年·坚

定不移跟党走——首都统一战线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教

育活动贯穿全年，将举办万人大

联唱、微视频、艺术展（书画展）、

摄影展、座谈会等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李倩）今年4月

15日是第4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当日上午，我区开展以“着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喜迎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的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区

委常委、统战部长张永出席活动。

此次活动采取发放宣传资

料、悬挂横幅、摆放展牌、现场咨

询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宣传法律

法规和扫黑除恶相关知识，解答

群众法律咨询。工作人员还结合

实际案例，从国家安全的概念、公

民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日常生活

中对身边可疑人员的注意事项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宣讲，不断提高

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树立国

家安全人人有责的良好观念。

活动现场，发放宣传折页、各

类宣传品共计8000余份，吸引了

大量群众驻足、咨询。参加活动

的百姓说，“通过此次活动，可以

让公众更深入地接触和了解到国

家安全方面的法律知识，特别是

懂得如何依法履行自身维护国家

安全方面的职责和义务。”

据悉，活动当天，我区还同时

开展了“共建文明区 同创平安

城”——群众安全感提升系列活

动，旨在引导全区百姓积极参与

文明城区创建和平安建设中来，

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屈媛）4月12日

下午，我区召开创卫复审问题整

改专题会。副区长庆兆珅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上，区卫生健康委、区市场

监管局以及相关镇、街汇报涉及

市级评估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

庆兆珅要求，全区各单位要

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紧迫性和艰

巨性，进一步明确任务、强化措

施、迅速行动，全力推进创卫复审

整改工作。要加强露天市场、早

晚集市的日常监管，深入查找原

因，精准对标，抓紧整改，做到有

序经营；要利用好“镇街吹哨、部

门报到”机制，对辖区内存在问题

进行深入的排查，不留死角、不留

盲区，明确责任到个人，充分发动

群众一起动手，争做创卫的参与

者、实践者。加大创卫复审宣传

力度，通过电视、报纸、新媒体、横

幅等方式广泛宣传创卫复审工

作，营造创卫复审迎检氛围。

会前，庆兆珅带队，先后到我

区三家店新河地区、三家店火车

站，龙门市场、鑫源市场等地，检

查国家卫生区创建工作重点点位

环境卫生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责令相关部门和镇街立即

整改。

本报讯（通讯员 李征）近年

来，区委老干部局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着眼新时代新征程,聚

焦本地区中心工作,找准老同志

发挥作用的结合点、以提高老干

部工作者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工

作的能力为发力点，积极探索利

用融媒体在老干部“三项建设”中

的方式方法，利用新媒体充分发

挥老干部作用，引导和帮助广大

老同志学习使用信息化终端，促

使老同志们用得好、用得惯、用得

方便、用得有效，搭上信息化的

“快车”，紧跟新时代的步伐，实现

工作提质增效。

《学习强国》App是一款强

国教育学习软件，有鲜明的模块

管理方式，建立最具信息的党员

服务中心。部分老干部党员在

使用《学习强国》学习时会遇到

一些问题，区委老干部局就是找

准了这一切入点，把每周五老年

大学手机课与线上学用手机的

方式相结合，本着适合老年人零

基础学用手机的原则，利用H5

网页将每次课的内容制作成操

作简单便于使用的线上课程通

过“门头沟老干部局”微信公众

号进行推送，用H5制作的学习

课件具有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操作简便等适宜老年人学习使

用的特点，目前已经制作了《老

干部学手机》一讲和《学习强国》

的使用方法两讲，两周来的访问

量总和达到了1500多次。通过

这种简单的方法，让广大老干部

掌握手机的操作和《学习强国》

的使用。

我区召开
创卫复审问题整改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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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定镇 98.9 1

潭柘寺镇 98.6 2

龙泉镇 98.2 3

军庄镇 97.9 4

东辛房街道 97.8 5

城子街道 97.5 6

大峪街道 97.2 7

其他地区

大台街道 98.6 1

妙峰山镇 98.2 2

王平镇 97.9 3

清水镇 97.5 4

雁翅镇 97.2 5

斋堂镇 96.8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