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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区委召开第八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讲好讲好““四个一四个一””故事故事
打造打造““红色党建红色党建””品牌品牌

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确保我区安全度汛

我区防汛办共抽查值守电话267人次

红色党建引领 凝聚居民合力

绿岛家园社区全力营造和谐、安定的社区环境

上半年我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上半年我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120120天天

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中学习

永定河大量补水 助力生态环境改善

陈家庄多年干涸泉眼复涌汩汩清泉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7月 10
日上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
集中学习，邀请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规划发展处处长车广杰围绕“解读
《北京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
任制实施细则》”作专题辅导。区委
书记张力兵，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
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国才，区政
协主席张冰等区委理论中心组成员
参加学习。

车广杰通过详实的资料和生动
的事例，从《北京市党政领导干部安
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主要内容和
突出亮点，“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抓共管、失职追责”解读和北京市应
急管理机构改革有关情况三个方面，

对《实施细则》的内涵实质和具体要
求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引导全区党员
领导干部进一步做好今年安全生产工
作，全力排查治理各类安全隐患，严防
各类事故发生，切实为党中央站好
岗、放好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据了解，《北京市党政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共六章
二十八条，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
产职责进行了细化，履职情况考核
考察、表彰奖励、责任追究等作出了
制度化安排，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举
措，进一步完善了“明责——督查
——考核——问责”的党政领导干
部安全生产“责任链”。

本报讯（记者 闫吉）进入汛期
以来，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各专项分
指、镇街分指及成员单位,严格执行
汛期值守制度,加强信息报送,重点
落实预警预报工作,6月以来,区防
汛办共抽查值守电话267 人次。

区防汛办工作人员郝炜伟介
绍：我们按照“雷声就是预警，雨声
就是命令”的原则，要求各级防指、
各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和领
导在岗带班制度，并密切关注天气
和雨情水情汛情，特别是对山洪泥
石流沟、野山野沟和地质灾害隐患
点的值守巡查。同时加强对辖区内
险情、灾情信息的掌控，遇有突发事
件，科学制定抢险方案并组织开展
相应的处置工作。

据气象部门统计，自6月1日入
汛以来截至到7月10日，我区共降
雨15次，最大合计雨量是李家庄村
的115.9毫米。区气象局还与周边
市县建立了预报预警工作联动机

制,61个气象监测站及村居简易雨
量报警器、应急卫星通讯站、无线广
播、通讯电台等预报预警监测设备
均正常运转。

目前，我区6座水库、1座拦河
闸、45条泥石流沟道、188处威胁居
民点的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62座
塘坝截流、19个A级旅游景区、153
条野山野沟等防汛重点部位值守工
作落实到人。对辖区内跨界流域和
66条河道进行了详细摸排,制定联
动应急机制。

郝炜伟介绍：汛期还会加强对
辖区内水库、堤坝的巡查值守，如遇
较强或长时间降雨天气，及时与相
关部门进行协调，对存在超过汛线水
位的水库和堤坝采取提闸、排洪等措
施，确保我区安全平稳度汛。

在此提示，现在正值主汛期，市
民外出请注意防雨，防雷电，避免前
往山区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
患区域活动。

本报讯（记者 马燊）随着永定
河生态环境的逐步修复，永定河
流域范围内的生态系统也正在逐
渐恢复。今年，永定河边的陈家
庄村一处干涸多年的泉眼复涌出
汩汩清泉，村民们再次喝上了阔
别多年的山泉水，尝到了绿水青
山带来的利好。

记者一靠近泉眼，立刻就感觉
到阵阵清凉的水汽扑面而来，汩
汩清泉涌动，形成了一小池泉
水。在泉眼不远处，有一处大约
20平方米的蓄水池，几尾虹鳟鱼
正在清澈见底的泉水中畅游，据
村民介绍，虹鳟鱼对水质要求高，
村民养虹鳟鱼就是为了测试这股
泉水的水质。

陈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陈小年
说：“2008年，周围矿山关闭了，村
子周围的生态环境有了一定的恢
复。近一两年，永定河大量补水，
又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增添了动

力。这个泉眼在今年的3月份又
复涌了，而且水量很大，我几次去喝
了这个水，水质非常好，非常干净。”

这处泉眼曾经是陈家庄村村
民最深刻的记忆，当年吃饭、喝水
都离不开它。这次复涌，让村民们
又重新喝上了记忆中的山泉水，更
让他们感受到了生态修复的利好。

村民告诉记者，以前陈家庄村
村民家家户户都用这个水，用泉水
蒸米饭三天都不坏，比城市用水要
好的多，而且做出的饭特别香。

泉眼复涌，是生态补水的成
果，更是高度重视生态建设的成
果。永定河水滔滔奔涌，让永定河
周边整体生态系统都变得更加完
善。现如今的永定河水清岸绿，
花、鸟、鱼、虫、草、树与周边生活的
人们构成了新的、和谐统一的生态
系统，重新激活了永定河沿岸的活
力，让人们重新生活在了景色宜
人、绿意盎然、碧波荡漾的环境里。

本报讯（记者 李冰）7 月 10日
下午，十二届区委召开第八轮巡
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区委书记张
力兵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了解，十二届区委第八轮
巡察工作将对区直机关工委、区
司法局、商务局、统计局、机关后勤
服务中心、石龙管委、北京京门商
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京西门
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北
京京西鑫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9
家单位党组织进行巡察。工作时
间为 2019 年 7月初至 9月底，分
为前期筹备、巡察进驻、汇报移
交和反馈整改四个阶段。

会上，区委常委、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闫中部署十二届区委第

八轮巡察工作。区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王建华宣布十二届区委第八
轮巡察授权任命及任务分工决定。

张力兵指出，区委巡察是市
委巡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接着中央和市委巡视的监督功
能。各巡察组要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
紧围绕中央、市委工作要求，紧
扣被巡察党组织的政治责任，着
力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紧
盯区委发展格局和目标任务，强
化责任担当，推动区委部署要求
落实到位。要准确把握单位特
点和监督重点，特别是要严格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重要指示精神，紧抓安全
稳定工作，着力发现是否存在思
想不重视、工作有疏漏、排查不细
致等问题。

张力兵强调，要坚持协调贯
通，不断深化巡察工作同组织、宣
传、信访等部门的协作机制，加强
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
的结合，加大巡察进驻、反馈、整
改的公开力度，织细织密监督
网。要明确职责、紧盯整改，把巡
察整改和深化标本兼治结合起
来，把整改工作抓实抓细。被巡
察党组织要紧紧围绕区委统一部
署，积极配合，主动接受监督，与
巡察组做好对接，做到积极沟通
联络、及时提交材料、全面保障后

勤。同时要加强整改、堵塞漏洞、
完善制度，真正使巡察工作管长
远、见长效。

张力兵要求，要坚持纪字当
头，本着对组织高度负责的态度，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聚
力“六个抓牢、六个坚定不移”，自
觉树好形象、当好表率。要强化
政治担当，敢于较真碰硬，坚持
创新性原则，运用网络和新媒
体，多渠道了解群众反映强烈的
人和事。要强化队伍建设，发挥
好党支部作用、教育好巡察干
部，不断提高巡察干部的政治能
力、学习能力、理论思维能力和发
现问题能力，推动巡察工作迈上
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马燊）今年上
半年，我区空气质量提升明显，
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四项主要空气污染物指数均
大幅下降，蓝天指数持续增加。

记者从区生态环境局了解
到，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
年，我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120 天，比去年同期多了 15 天，
PM2.5的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41
微克，同比下降了 24%。PM10、
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浓度分别

为每立方米 77、5 和 32 微克，分
别 同 比 下 降 了 13.4% 、16.7% 和
11.1%，空气质量向好，蓝天指数
不断提升。

今年上半年，区生态环境局
全面落实“公安处罚、环保检测”
执法模式，累计检查重型柴油车
10283 辆，处罚 2129 辆；抽查流通
领域车用尿素溶液 4 组、车用汽
油、车用柴油 14 组；完成计划内
2 家一般制造业企业疏解退出任
务；完成 78 家餐饮单位油烟治理

升级改造工程。同时，会同区相
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据统
计，上半年，区城管执法部门共
检查工地 3347 家，累计处罚相关
案件 282 起，同比上升 66%，罚款
255.36 万元，同比上升 108%。区
城市管理部门建筑垃圾运输违
法违规案件处理率达 100%，全部
完成处理；区住建委对全区建设
工程建立了绿色安全管理台账，
加强对工地的监管力度，共责令
6个项目停工整改。

此外，区生态环境局针对镇
街 PM2.5、粗颗粒物浓度进行了
排名，每周通报排名情况。

良好的空气质量是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更是打造绿水青
山门头沟的必要条件。在全区各
部门协同治理的前提下，希望广
大市民积极参与到维护我区空气
质量的行动中来，坚持绿色出行，
减少污染行为，共同携手，打造大
美京西，为首都守护一片蓝天。

金谊平/摄

本报讯（记者 马燊）7月9日上
午 9 时，绿岛家园社区服务站门
口便热闹起来，磨菜刀的、剪头发
的、咨询健康问题的，绿岛家园社
区的志愿者们聚在一起，为居民
提供服务。据社区工作人员介
绍，每个月第二周的周二都是绿
岛家园社区志愿服务队活动的时
间，定期为居民免费送去各种各
样的志愿服务。

社区居民告诉记者，社区志愿
服务队提供的服务种类特别多，剪
头、配钥匙、打扫社区环境、医疗咨
询等等，确实给居民创造了便利，
给那些不方便出门的老人也提供
了实惠。

志愿服务队的队员说：“作为
一名党员、一名社区居民，能够用
自己掌握的知识服务居民，是我们

应尽的义务，在帮助他人的同时，
我们也能收获成就感。”

在社区广场的一角，记者还发
现了一支特殊的服务队，他们手拿
铁锨、铁镐，旁边摆放着肥料，上前
一问才得知，原来这是绿岛家园植
绿护绿服务队，他们的任务就是用
手中的工具，为社区增添一份绿意。

绿岛社区党委书记李平介绍
说：“社区广场周围的月季花、竹子
等植物，都是绿岛家园植绿护绿服
务队负责种植、养护的，这些绿植
让我们社区里绿意满满，居民们都
特别认可。”

绿岛家园社区的各支志愿服
务队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绿
叶情”，也是绿岛家园“红+绿”红色
党建品牌中的一项内容，依托“绿
叶情”中的“绿”，打造“绿岛家园”

的“绿”，依托红色党建的“红”，凝
聚起社区党员、积极分子以及社区
居民的合力，全力营造和谐、安定
的社区环境。

李平指着社区党委自己设计
的LOGO说：“我们绿岛家园社区
的LOGO是由一个L、一个D组成，
L的横线部分设计成了曲线，代表
着与社区相邻的永定河，周围有一
圈绿叶，代表着绿色社区，下边的
一本书，代表着人文社区。

据了解，绿岛家园社区党委在册
社区党员305人，在职党员605人，
有着庞大的红色能
量。近年来，社区
党委推行“六优六
强”工作法，让社区
从班子、制度、平
台、服务、保障和工

作作风等方面都得到了强化，同时，
充分发挥在职党员作用，以爱心、热
心、诚心等“九心”命名9个网格，合
理分配在职党员力量，进一步丰富了
红色党建引领社区发展的内涵。

“党建是社区建设的灵魂，我
们做好党建工作，就是为了社区和
谐、为了百姓安居乐业做好保障。
打造‘红+绿’，打造红色门头沟党
建品牌，以品牌凝聚合力、凝聚人
心，才能让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
顺利，才能让社区居民更加认可、
更加拥护。”李平说。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7月 11
日上午，区政府召开会议，研讨绿地
认建认养及公园配套用房出租中侵
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
作，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出席会
议并讲话。

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付兆庚
指出，区相关部门要将整治工作作
为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严格
按照会议要求相关方案，抓好工作
落实。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认
识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继
续加大排查力度，做到应查尽查、

应排尽排，并细化工作台账，确保
不瞒报、不漏报。要加快整改速
度，定期上报工作进度，高质量、高
标准、按时完成整改任务。要加大
纪检监察力度，结合扫黑除恶专项
行动，严厉依法打击各类恶意阻挠
整治工作的行为。同时，区政法机
关要为整治工作提供司法保障，纠
正不正之风，解决侵害群众利益问
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区领导陆晓光、赵北亭、王涛参
加会议。

区政府召开绿地认建认养及公园配套用房
出租中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