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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基
本无违法建设区”创建工作是
全区今年重点任务，也是落实
北京市新总规和门头沟分区规
划的重要抓手。全区相关部
门、镇街共同努力，扎实推进，
确保实现今年6月底前建成基
本无违建区的目标。

我区创建“基本无违法建
设区”工作整体上分为四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去年开展的“百
日攻坚”，第二阶段是今年2月
22日至4月10日开展核对排
查，第三阶段是4月1日至4月
20日开展的分类审核工作，第
四阶段是5月1日至8月31日
申报验收阶段。

今年的拆违工作，采取早谋

划、早部署、早着手的“三早”措
施，坚持边摸排边拆除，实行“拆
存量、控新生、创基本无违建区”
等多项措施，严厉打击违法建设。

区各相关部门和属地镇、
街加强日常巡查，严控新生违
建。同时，发动辖区群众、志愿
者等社会力量，将群众监督机
制落实到每个村庄和社区，发
现新生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第
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制止、第
一时间处理，把违法用地、违法
建设遏制在萌芽状态。

记者从区城管执法局获
悉，截至今年3月底，全区共拆
除违法建设783处，拆除面积
22.6万平方米，腾退占地面积
40余万平方米。

今年一季度
全区拆违22万平方米

本报讯（通讯员 谭文雅）
近日，王平小学附属幼儿园的
小朋友们迎来了一堂“防溺水”
主题法治安全课。

由王平司法所工作人员担
任的“法治副园长”，在这堂课
中以“防溺水”为主题，为小朋
友们讲解了相关安全知识和法
律法规。以小主人公橙子的一
系列玩水故事为主线，告诉小
朋友们，在海边、公共泳池、喷
泉等地玩耍时的安全事项，以
及看到有人落水或自己落水后
如何应对。生动具体的场景代
入，让小朋友们学会了不少安
全知识。

为了检验听课效果，法治
副园长在最后提问道：“现在有
谁知道我们去游泳的时候都要
注意什么啊？”“要带游泳圈！”

“要先热身！”“不能在泳池边
跑！”……60余名小朋友争先
恐后地喊出了答案，一时间童
言稚语在教室中此起彼伏。

“夏天到了，游泳、玩水会
成为很多小朋友的选择，再加
上我们这里的永定河流域常常
放水，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所以
我们这堂课专门选了这个主
题，就是希望让小朋友们掌握
一些基本的法治安全知识。”法
治副园长说道。

据悉，王平司法所工作人
员自去年11月担任该幼儿园

“法治副园长”以来，定期到幼
儿园为小朋友讲解法治安全知
识，目前已经举办了“幼儿园里
的安全”“遇到陌生人怎么办”

“交通安全”等主题法治课，每
一堂课都深受小朋友们欢迎。

“法治副园长”开讲法治课

““歌唱门头沟歌唱门头沟””群众歌咏比赛圆满落幕群众歌咏比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记者 李倩）5月5日上

午，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区文化馆承办的“我们的节
日”——2019年首都市民系列文化
活动庆五一“歌唱门头沟”群众歌咏
比赛圆满落幕。

本次歌咏比赛中，我区9个镇、4
个街道办事处、区教委、区总工会选
送的36位选手激烈角逐，经过海选、
复赛后，有12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
进入决赛，并由专业评审进行评选，
最终产生冠军1名，亚军2名，季军3
名，优秀奖6名，赛后举行了颁奖典
礼，向获奖团队颁发荣誉证书。

“2019年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
动庆五一‘歌唱门头沟’群众歌咏比
赛为我区热爱歌唱的群众搭建了秀

出自我的平台，寻找生活中、平凡中
的奇迹，让每一个拥有才华的普通

人展现自我、实现梦想，倡导引领人
们展现自我才华，将勇于实现梦想

的理念以比赛宣传的方式传递给每
一个人。”区文化馆副馆长李伟告诉
记者。

据了解，本次群众歌唱比赛旨
在充分展示我区社会发展成果，坚持

“百姓是主角、政府是主导、社会齐参
与”的原则，依托我区爱好文化的人
民群众，繁荣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建
设我区浓厚的群众文化氛围，助力我
区“创城”工作，展现我区群众风采。

“在这春暖花开，万物回春的五
月，我们通过歌咏比赛的形式，用优
美的歌声歌唱家乡、歌颂祖国，向劳
动人民致敬，每一支歌都饱含着我们
对祖国对党的热爱之心，充满了对生
活积极的追求和美好未来的向往。”
本次歌咏比赛冠军获得者李阳说。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记
者从2019“未来之门”·中关村
（京西）人工智能产业化论坛
上了解到，“曼彻斯特——他
山”联合实验室落户中关村门
头沟科技园，这也是全国首个
人工智能电容触感实验室。

该实验室聚合了北京他山
科技有限公司的多功能层电容
触感专利技术和英国曼彻斯特
大学的电容层析成像技术等资
源，为人工智能触觉传感器进
入产业化应用奠定了技术基
础。他山科技有限公司将依托
联合实验室，开发出通用AI触
觉传感系列芯片，打通服务类
机器人商业应用的瓶颈。

北京他山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孙滕谌说：“他山科技
与曼彻斯特大学成立的联合
实验室主要是做机器人触觉
的实验。通过这次合作，可以
注入人工智能因素在园区里，
并吸引更多的企业到园区来，
在园区发展方面做出贡献。”

除此之外，论坛还邀请到
类脑计算及AI触觉传感器领
域的国际权威和知名专家，探
讨和交流新人工智能发展趋
势和研究成果。中关村门头
沟科技园也将以“未来之门”
系列论坛为契机，通过推动科
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助推京西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聚集发展。

副区长薛志勇出席论坛
活动。

全国首个人工智能
电容触感实验室落户我区

桃园社区5号楼三单元
门前有垃圾堆积现象。

西山艺境2号院
3号楼北侧环境脏乱。

惠润家园（七地块）1号
楼二单元门前垃圾桶外
建筑垃圾无人清理。

冯村新园12号楼
二单元门前有堆
积杂物现象。

良言/摄

本报讯（记者 李倩）为加强校
际间合作，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日
前，琉璃渠、龙泉务两所临近的小
学联合开展“走进冬奥”春季阳光
体育运动会，旨在培养学生的团队
意识、竞争意识，加深学生了解冬
奥知识，推动学生更加广泛的参加
体育运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

赛前，两校分别展示了非遗项
目五虎少林会和童子大鼓。铿锵
有力的鼓声，标准帅气的动作，都
展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赛
场上，学生们精神抖擞，信心十足，
有的参与跳绳、仰卧起坐，有的角
逐 100 米跑，4X100 接力跑，纷纷全
力以赴，为校争光。

在趣味比赛项目赛场上，记者
看到，参加滚雪球比赛的学生们以
班级为单位，每班派出男生女生各
4 人，在起点线上纵队排列，听到发
令后，各队第一位迅速向前跑去，
绕过前方 20 米处终点标志物跑回
起点，与第二位两人手拉手再迅速
跑向终点，折转后返回起点，再拉
第三位的手变成三人手拉手向前

跑……依次类推，参赛全程全员必
须手拉手，不得脱手，直到整个队
伍手拉手跑完为止。

参赛过程中，一名女学生重心
不稳摔倒，后面的男学生因此绊
倒，最终导致队伍内的 8 人全部摔
倒，落后其他队伍，但是他们没有
放弃，相互搀扶，互相鼓劲，继续跑

完了全程。冲到重点的那一刻，记
者听到他们说，“没事没事，纵然没
取得名次，我们依然是最棒的！”现
场观众频频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为
所有运动员顽强拼搏、团结坚韧的
精神鼓掌。

“此次运动会与往年不同，不仅
因为两校竞赛而增加了学生们的

竞争意识，还引入了诸多冬奥会主
题元素，使学生们对冬季奥运会比
赛项目有了一定的了解。不仅体
现了两校间的合作与创新，还充分
体现了体育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更
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发扬与创
新。”琉璃渠小学相关负责人吴凤
庆说。

加强合作与创新加强合作与创新 共同筑梦冬奥会共同筑梦冬奥会

本报讯（记者 李倩）近日,
区社区服务中心联合党支部走
进东辛房街道北涧沟社区开展
特色党日活动。

活动一开始，区社区服务
中心的党员干部与北涧沟社区
居民一起开展了卫生清理志愿
服务活动，对辖区内楼道、公共
设施环境卫生进行了打扫，为
地区百姓营造了干净、整洁的
生活居住环境。随后，区社区
服务中心联合党支部携手杜家
庄山之花艺术团一同唱响歌曲
《我和我的祖国》，社区居民闻
声聚拢在一起，随声附和，不时
地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一字一

句都表达着革命老区干部群众
对伟大祖国最美好的祝愿。

当天，区社区服务中心还
组织杜家庄山之花艺术团、北
涧沟社区广大党员和志愿者当
中的妇女同志开展了以“巾帼
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主题活
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区“创
城”攻坚，共同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此次活动旨在让更多的
社区居民能够参与进来，讲好
门头沟‘四个一’故事，发扬‘门
头沟精神’，用行动、用歌声彰
显爱国情怀。”区社区服务中
心联合党支部书记苗爱欣说。

唱响祖国颂歌 助力“创城”攻坚

永新小区3号
楼一单元门前有垃
圾堆积现象。

信园社区1号
楼一单元门前建筑
垃圾未按指定地点
存放。

本报讯（记者 屈媛）为持
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
作，切实提升我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水平，5月 7
日，由区委宣传部（创城办）牵
头，区教委、区公安分局等相
关单位组成的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检查考评工作小组
到我区新桥路中学、大峪第二
小学、京师实验中学、大峪街道
绿岛家园社区、北京美希网咖
上网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检查。

检查中，每到一地，检查
组认真听取相关单位负责人
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的汇报，并对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校园
创建活动以及无未成年人上
网现象等工作进行检查，针对
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
整改措施。

区创城办未成年人工作
组工作人员介绍说：“检查结
束后，检查小组将考评情况进
行分类汇总，对所反映出的问
题进行督查督办，确保相关单
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落
实，全面提升我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水平，为我区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奠定
良好基础。”

我区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检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