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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来我区调研垃圾分类工作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8月 15
日上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飞
进来我区调研农村垃圾分类开展情
况，并就《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修订工作与我区基层代表进行
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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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加调研。

杜飞进先后到王平镇东马各庄
村和王平镇环保中心，实地查看垃
圾分类、收运和处理情况。据了解，
我区农村地区178个行政村，采取

“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输、区处理”
的模式，推广实行定时上门收集，按
照“其他、厨余、灰土、可回收、有害”
五种类型进行分类收集、运输和处
理。目前，王平镇已实现农村垃圾
分类管理责任人主体责任全覆盖、
生活垃圾基本类别全覆盖、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收运、处理系统全覆
盖。而门城地区约120个社区则按

照“其它、厨余、可回收、有害”四种
类型进行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

杜飞进围绕实行垃圾分类的意
义、《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
修订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
等四个方面进行说明。他指出，实
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
活环境、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
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条例》的
修订将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以
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为目标，通过分类投放、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全链条管理，
推动习惯养成、营造清洁环境。

据了解，自今年 8月起，北京
市、区、乡镇约1.5万名人大代表陆
续分赴基层，围绕生活垃圾是否强
制分类，是否限制过度包装等内容，
听取市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收集
的意见和建议将为修订《北京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提供参考。

副区长赵北亭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被列为我区今年
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的“三位一体”城市景观
提升水环境保障工程日前正在有序施工。

记者在位于冯村沟上游的一座节制闸施
工现场看到，目前工程已初具规模，正在进行
水闸的主体结构施工。这处工程运用海绵城
市设计理念，有机融合景观、水利、水环境等元
素，突出河道水利、防洪职能，合理规划中水、
雨水、河水等水资源配置，为打造风景园林城
市探索出了新的建设模式。

在位于冯村沟与西峰寺沟交汇处的施工
现场，施工人员正对节水闸底部进行加固，桥
墩主体的护板也已经搭建了起来。

坚坚 持持““ 三三 个个 务务 必必 ””抓抓 好好 专专 项项 整整 治治

北京日报讯（记者 徐飞鹏 刘
菲菲）8月13日下午，市委书记蔡
奇来到门头沟区，实地检查规划和
自然资源领域“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工作，进行
现场督办推动。他强调，全市上下
都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把抓好规自领域
问题整改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务必
对号入座、举一反三，深挖背后的
思想症结和利益根源；务必刀刃向
内、立行立改，切实改出看得见、摸
得着的成效；务必引以为戒、警钟
长鸣，保证首都规划和自然资源工
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央第二指导
组副组长龙新南一同检查。

今年，门头沟区积极开展“基本
无违建区”创建，在基层规划土地专
项整治中走在全市前头。在斗量河

滩，29家违建拆除完毕，永定河清澈
见底，达到三类水质，重现水清岸绿
的生态美景。蔡奇认真了解违建历
史，与区镇干部剖析乱象成因，研究
治本之策。蔡奇还盘山而上，来到
大山深处的上苇甸村凌沟。此前，
依山而建的52栋违建别墅20天内
全部拆除，拆除面积达1.37万平方
米。他指出，拆除违建就是在保护
母亲河、保护绿水青山。

蔡奇在妙峰山镇召集市区镇规
自系统干部座谈时指出，要严格执
行新修订的城乡规划条例，坚决治
理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摸清存量违
法建设底数，依法扎实有序推进浅
山区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违建别墅
专项整治，把存量违建减下来。对
新增违法建设坚持“零容忍”，确保
动态“零增长”。完善区、乡镇、村三
级新生违建发现机制，早发现、早处
置。加强违建拆除后的生态修复和

环境治理工作。还要坚决抓好绿地
认建认养和公园配套用房出租、“大
棚房”问题等专项整治。工作要把
握节奏、稳步推进。

蔡奇强调，要坚决遏制基层涉
地乱象和涉地腐败。健全土地用
途管控机制，强化村地区管，严督
实管农村土地。加强合同监督管
理，这是治农村土地乱象的根。要
以集体土地及房屋处置为重点，进
一步做好集体经济清查工作，规范
收益分配方式，禁止任何组织或个
人侵占、私分集体资产。对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治理，
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依法打击
各种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插手违
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

蔡奇强调，要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认
真汲取教训，以案为鉴、以案促改，
切实抓好规自领域问题整改。研

究健全规划实施的各项配套制度
体系，加强各级规划和自然资源管
理权限边界、责任、程序、条件界
定，强化过程监督。实施好加强规
划和自然资源领域内部约束监督
的意见，聚焦规划编制、审批、实施
等重点环节和重点岗位，加大监管
力度，不给寻租留空隙，把规划权
力关进制度笼子。深入开展市区
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专项巡视巡
察。加强市区两级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班子建设，完善干部考核评
价体系。规自系统干部要敢于唱
黑脸，实行违规插手干预留痕记录
与报告制度。整改不是规自系统
一家的事，各区各部门都要负起责
任，共同维护好规划的严肃性和权
威性。

市领导魏小东、崔述强、隋振
江，门头沟区领导张力兵、付兆庚
陪同检查。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8月14
日下午，区政府召开2019年征兵工
作动员电视电话会。区征兵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区委副书记、区长
付兆庚出席会议。

会上，潭柘寺镇、城子办事处
负责人汇报了2018年征兵经验做
法，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总结了
2018 年征兵工作情况、介绍了
2019年征兵工作开展情况，区征兵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副区长张翠
萍对我区2019年征兵相关工作进
行部署。

付兆庚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做好全区征兵工作意义
重大。区相关部门、镇街要提高政
治意识，强化责任担当，认清征兵
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总结、借鉴

其他地方成功经验，大力宣传“优
待政策”，确保征兵任务圆满完
成。要严格执行征兵工作中的政
策规定、各项程序，严把体检关、政
审关、文化关、年龄关和定兵关，依
法征兵、廉洁征兵、择优征兵，确保
兵员质量。要强化组织领导、协调
配合、廉洁纪律，细化责任措施，抓
好工作落实。区征兵领导小组成
员要深入基层，加强指导，及时研
究、解决征兵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我区今年
夏秋季征兵任务。

据了解，今年，我区224名应征
青年中，有104名进入了政审考核
环节。下一步，区武装部将开展走
访慰问、联审等工作，严把质量关，
确保圆满完成征兵任务。

我区召开2019年征兵工作
动员电视电话会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8月13
日下午，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陆
晓光带队先后到龙泉镇、永定镇的
在施工地、商场超市、制造企业检
查安全生产情况。

陆晓光要求，区各部门、各单位
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安全生产

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切实提高职工安全防范意识。要全
面、细致排查各类隐患，做好自查工
作，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区相
关部门要加大监督处罚力度，对存
在安全隐患的单位实施高限处罚，
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应景
荷花

蔡奇来我区实地检查专项整治时强调

本报讯（记者 陈凯）今年，龙
泉镇对辖区内的拆违空地进行摸
排，并合理进行规划，建设便民停
车场、休闲体育公园，在提升地区
环境的同时满足百姓生活需求。

记者在三家店村西老店地区
看到，从前的拆违空地经过改造后
变成了一处休闲公园。园内的步
道干净整洁，草坪里种植了大量树
木和花卉，长椅、石桌、路灯等基础
设施齐全。一些村民漫步在绿草
花丛当中，沐浴着阳光，感受自然
气息。

“原来那环境真是脏乱差，现
在太好了，给我们建了公园，环境
也好了，我们心里也舒坦。”一位正
在遛弯儿的村民告诉记者。当记

者向其他村民询问时，许多村民都
表示：“公园里全是花草树木，一种

大自然的感觉，我晚上吃完饭后，
就会来这里遛遛弯儿，和街坊聊聊

天儿，生活可好了。”
据了解，三家店村西老店地

区是龙泉镇拆违工作的重点整治
地区，在我区启动创建“基本无违
建区”工作的大背景下，村里的违
法建设被相继拆除。但拆后的空
地如果不治理，仍然会对村民生
活造成影响，为此，镇政府决定对
这处空地进行提升改造，建设一
个面积为 7000余平方米的休闲
公园，供村民休闲娱乐。据三家
店村委会工作人员李瑞海介绍：

“这个公园目前已经投入使用，后
期，我们会根据村民需求，在剩余
空地增设健身器材，建设篮球场
或停车场，进一步提升村民生活
环境。”

合理规划拆违空地 提升村民生活环境

建设海绵城市建设海绵城市 打造循环水系打造循环水系

保证首都规划和自然资源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保证首都规划和自然资源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龙新南一同检查龙新南一同检查

强化安全生产意识 细致排查各类隐患

区领导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工程项目负责人介绍：水
闸的作用是增加石龙科技园与
冯村沟河道内水的流动性，增
加对水的自净和调控能力，达
到自然净化的作用。

据了解，节制闸工程于今
年 3月份开始施工，总投资约
1600万元，设计标准为20年一
遇洪水设计，预计工程将于明
年6月完工。水闸采用平板钢

制闸门，共5孔，每孔6米，最大
蓄水高度3米。此外，“三位一
体”城市景观提升水环境保障
工程还包括新建补水、循环水
管线6900米，改建循环泵站一
座。工程全部完工后将起到保
障河道蓄水量，恢复河道滨水
空间，改善河道水生态环境，为
上游公园提供清洁水源的作
用。

本报讯（记者 马
燊）“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两
天，永定楼前一池荷花
成了我区又一个网红打
卡地，粉白的荷花或含
苞待放、或傲然绽放，在
河水中韵出一份初秋的
美好。

本报讯（记者 李倩）为加强我
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8月13
日下午，区应急管理局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
执法检查行动。

此次行动重点检查了各单位
有限空间风险辨识管理台账、承
发包单位是否签订安全生产协
议、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培训、作业
审批制度、安全警示标识、配置通
风检测设备设施、应急预案制定
及演练情况。

检查过程中，区应急管理局执
法二队队长刘福明再三叮嘱各企
业，要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严
禁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必须做
到“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严禁
通风检测不合格作业；必须配备个

人防中毒窒息等防护装备，设置安
全警示标识，严禁无防护监护措施
作业；必须对作业人员进行培训，
严禁教育培训不合格上岗作业；必
须制定应急措施，现场配备应急救
援装备，严禁盲目施救。通过检查
各单位能够严格遵守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实
了企业主体责任。

刘福明告诉记者，下一步，区
应急管理局将会同各镇街和有关
部门，继续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
行业、重点单位的执法检查力度，
对存在违规违章行为的坚决给予
高限处罚，通过强有力的执法检
查，推动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造
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我区开展有限空间作业执法检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