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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领导就违建拆除情况
来我区进行考察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8月 20
日下午，昌平区委书记于长辉，区
委副书记、区长王合生带队来我区
考察违建拆除情况。门头沟区委
书记张力兵，区委副书记、区长付
兆庚，区委副书记彭利锋等区领导
一同考察。

于长辉、王合生一行实地到妙
峰山镇担礼村和上苇甸村，查看了
违建拆除，特别是违规别墅拆除情
况，详细了解了我区百日拆违行动
计划、永定河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
修复、“基本无违建区”创建、打造“绿
水青山门头沟”等方面工作情况。

我区于2018年下半年启动拆
除违法建设“百日攻坚”行动，共拆
除违建147万平方米。今年，在前
期拆违工作的基础上，对1990年4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
法》实施以来，全区范围内所有无手
续建筑图斑逐一进行审核，截至目
前，共拆除违建图斑10488个 146
万平方米，切实做到了应拆尽拆。

其中，拆除违建别墅124栋3.6万平
方米，拆除永定河蓝线内违建图斑
1405个17.14万平方米。

于长辉说，近年来，门头沟区在
拆除违建、生态修复、环境治理等方
面取得了良好成绩，总结出许多值
得学习的经验。回去之后，昌平区
将按照市委书记蔡奇提出的要求，
全面总结这次考察的经验，积极制
定出适合昌平区的工作机制，努力
为首都发展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张力兵说，门头沟区按照市委、
市政府要求，制定了“五个统一”“五
个率先”工作计划，不断强化区四套
班子的统筹力度，深化落实各项工
作部署，实现了既定的任务目标。
希望抓住这次考察契机，两区继续
加强交流，不断探索发展路径，破解
城市管理难题，全力促进两区共同
发展、共同进步。

昌平区领导孙启、贺军、刘长
永、周金星，门头沟区领导孙鸿博、
赵北亭、王涛参加考察。

开好党员干部的“消暑”良方
■ 柯尊超

时至孟秋，暑气未退。党员干
部不论是在“创城”一线调研，还是
在基层“报到”走访，甚至是在办公
室“堆砌文字”，动辄“汗颜”，行则

“浃背”，难免会有一些心浮气躁。
开好一剂“消暑良方”，进而提振精
神状态、鼓舞工作干劲，就显得至
关重要。

用“静”做“药引”，寻找一处
“阴凉”。唐朝诗人白居易去拜访
恒寂禅师，天气酷热，却见恒寂禅
师在房间内很安静的坐在那里，悠
然自得。白居易就问：“禅师，这里
如此之热，为何不换个清凉的地
方？”恒寂禅师说：“我觉得这里很
凉快啊。”白居易对这事有所感悟，
于是作诗一首：“人人避暑走如狂，
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
到，为人心静身即凉。”静，就是静
心，是一种对待学习、工作、生活的
良好心态。暑气正盛时，党员干部

更要坚定理想信念，面对繁重的基
层工作和多元的利益关系，特别是
对机构改革后的人事变动和职务
调整，能始终保持一颗淡泊之心、
一颗纯洁之心，不在歪门邪道上动
心思，不在功名利禄上费心机，正
确对待荣辱、坦然应对得失，心无
旁骛干事业、聚精会神谋发展，凝
神静气、常思常省，多一分“淡定”、
多一点坚守，“心静自然凉”。

用“学”做“药剂”，熬制一味
“参汤”。“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
芬。”生长生活在改革发展的和平
时代，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我们
所受的这点“暑气”又算得了什
么？要强化理论武装，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按
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用以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
向榜样学习，远到那些舍生忘死的

“烈火英雄”和“抗洪战士”，近到我
们身边无私奉献的“志愿者”和“热
心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要从
事迹见精神、从典型看自己，始终
把学习先进、学习榜样作为干事创
业的“鸡汤”，不断“滋补”爬坡过坎
和攻坚克难的“中气”，切实起到

“安抚、镇定、警醒”之能，“补身、益
气、正行”之效。

用“行”做“药效”，获得一份
“力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
党。区委十二届八次全会做出了
打造“红色门头沟”党建品牌和“绿
水青山门头沟”城市品牌的重大部
署，党员干部作为全区建设发展的

“先遣队”和“主力军”，越是任务繁
重、艰难困苦，就越要我将无我、负
重前行。要身体力行，示范践行

“红色门头沟”党建时代内涵和

“1179”工程，不忘来路、远眺前行，
以更大的自觉、更强的担当、更高
的追求，当好“两山”理论守护人。
要躬身前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勇于克服畏难情绪，主
动走出机关、走出办公室，到党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全区建设
发展一线去，在“六城联创”的攻坚
战场上经风雨、壮筋骨、长才干，切
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不断凝聚争当生态文明建设的
首都样板的磅礴力量，真正用干事
的“火热”战胜暑气的“炎热”。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
始见金。”党员干部要用好此“良
方”，把全区建设发展的火热实践
作为检视初心使命的主战场，浮躁
时“降降温”，倦怠时“补补气”，慵
懒时“提提神”，只争朝夕、接续奋
斗，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
周年。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8月
22 日晚 6 时，长安街西延线门
头沟境内道路铺油工程全部
完工。

8月 21日早 6时，几十台铺
路工程车及满载沥青的卡车进入
施工现场，7时整铺油工作正式
开始，截至当天下午17时，西延
线南侧路面铺设完毕。22日下
午18时全线路面铺设完毕。下
一步，相关部门将进行道路交通
标志标线施工，为保证9月30日
全线正式通车奠定基础。

据了解，新首钢大桥桥面防
水材料铺设工作也已经完工，将
根据项目指挥部要求择日进行路
面铺装工作。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8月21

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
主持召开区政府第39次常务会。

会议学习传达了市委书记蔡
奇8月13日调研我区时，对我区发
展建设提出的意见和要求。

付兆庚指出，这次调研为我区
下一步开展各项工作指明了方
向。全区各部门、单位要切实抓好
讲话精神的学习传达，做到学懂、
弄通、做实，深入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定发展方
向，践行“两山”理论，为首都守住

“好山好水好生态”。要抓好分解

任务落实，认真梳理细化各项工
作，积极落实责任分工，切实推动
我区生态建设取得新成效。要突
出工作重点，抓好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规划先行、规划引领，认真做
好拆违后的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
健全土地用途管控机制，扛起政治
责任、守好绿水青山、实现绿色发
展，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

会议还进行了其他事项。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陆晓

光，副区长赵北亭、王涛、庆兆珅参
加会议。

区政府召开第39次常务会

本报讯（记者 李冰）8月21日
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带
队，到棚改安置房和公租房项目现
场，检查政策性住房施工质量。

每到一处，付兆庚都详细查看
装修质量及社区绿化等情况，并听
取项目进展情况工作汇报。

付兆庚指出，政策性住房关系
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一项重
要的民生工程。要保证装修质量，
强化监督管理，进一步优化楼道管
线，确保让百姓住上安全房、放心
房。要有针对性地强化工作措施，

在保证建设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
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要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固树立
安全意识，真正把安全生产工作落
到实处。要注重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确保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步投入使用。要持续加强
棚改安置房的后续管理力度，严格
按照绿化设计标准进行施工，对存
在的绿化、地面凹陷等问题立即整
改，全力为百姓营造美观、舒适的
生活环境。

副区长赵北亭参加检查。

快速响应快速响应 细化落实细化落实 实效凸显实效凸显

长安街西延线门头沟段铺油工程完工长安街西延线门头沟段铺油工程完工

本报讯（记者 屈媛）8月22日
上午，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彭利
锋到区司法局调研。彭利锋一行实
地查看了华夏公证处接待大厅。

座谈会上，听取了区司法局关
于机构改革、法治宣传教育、人民
调解、社区矫正、公共法律服务建
设等方面的汇报。

彭利锋表示，区司法局在机构

改革后工作平稳有序，成绩显著，
今后要进一步统一领导班子、全体
干部的思想，认真研究、思考当前
工作形势，进一步提升司法行政工
作质效。

彭利锋强调，要高水平推动落
实司法行政工作，要加强司法行政
力量统筹，要加强司法行政工作研
究，要全面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

区领导到区司法局调研

本报讯（通讯员 宋歌）连日
来，大峪街道通过快、细、实“组合
拳”，再鼓干劲，积极做好“创城”工
作。

快速响应。会议研究推进
快。坚持把“改”字贯穿始终，聚
焦“创城”问题痛点，开展全街道

“创城”工作推进会，结合丽水市
的先进“创城”经验与街道实际，
完善“创城”六项机制，针对目前
街道出现的瓶颈问题，上下联动
协调相关部门、物业各方力量联
动出击。领导检查动作快。街
道主要领导及班子成员立即开
展全方位“回头看”，带队到新桥
大街以及社区居委会督查 12
次，针对辖区停车乱象、商户广

告牌匾、“门前三包”、临街建筑
外立面破损、绿化缺株死株、工
地围挡公益广告等问题，责成相
关主责单位立行立改。重点整
改实施快。将大街两侧停车乱
象作为当月专项整治主题，通过
加隔离墩、划定停车区域等措
施，疏堵结合，进一步提升示范
大街创建效果。

细化落实。机制修改细。
召集专项组针对《大峪街道创建
全面文明城区擂台赛百分制考
核方案（修订版）》制定具体实施
方案，结合工作和队伍的实际情
况，从环境卫生、指标对照自查、

“创城”信息采用、志愿活动开展
四大部分，每月对 33 个社区进

行百分制考核评分及排名。责
任分解细。细化层级随机巡查
机制，社区、包居干部、城管科和
执法队、领导班子开展范围内全
面巡查，深挖细查发现问题即时
整改，抠指标、按内容、重细节扎
实摸排，列出问题清单，有效整
改形成整改清单。督查考核
细。依据街道督办问责机制，派
出纪检组深入社区，查包片落
实、查社区整改，查台账细化，确
保整改工作取得实效。

实 效 凸 显 。 抓 城 市“ 顽
疾”。各社区按照“创城”标准，
将非法小广告、乱扔垃圾杂物、
乱停车等社区顽疾分批次、分阶
段列入每月专项整改重点任务，

限期抓好突出问题的整改工
作。目前，社区整改环境卫生、
规范非机动车乱停放、规范店外
经营、拆除违规广告等问题近
700项。抓社区活动。从娃娃抓
起、从日常抓起、从身边抓起，利
用社区各种活动、讲座等形式，
营造“创城”全民参与氛围，8月
份，社区开展“垃圾随手捡”“无
烟头社区”“垃圾分类宣传”等活
动近 500场，群众参与积极性高
涨。抓宣传媒介。社区 400 名
网格员分组、错时入户进行“创
城”宣传；街道、社区两层公众号
发表“创城”相关文章近600 条，
大幅度强化“创城”引导，将“创
城”宣传常态化。

大峪街道完善大峪街道完善““创城创城””机制打好机制打好““组合拳组合拳””

区领导检查政策性住房施工质量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8月
21日上午，2019年区纪检监察
干部培训班开班。

据了解，这次培训班为期
三天，区纪委、区监委相关领导
将系统讲解纪检监察机关如何
履行监督第一职责，推动纪检
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并指导
大家如何规范开展审查调查工
作以及做好办案安全、信息安
全等事项。同时，培训班还将
通过视频让全区纪检监察干部

学习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精神，《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
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解读等
内容。

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闫中在讲话时要求，要坚持
问题导向，增强抓学习提高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特别是要把解难
题、补短板作为强化学习培训的
重点内容，把强本领、练内功作
为强化学习培训的内生动力，确
保培训取得实效。

2019年区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开班本报讯（记者 屈媛）8月
21日下午，区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彭利锋带队，就国庆
70周年服务保障工作开展专
项检查。

彭利锋一行先后到我区
城子职高实地查看小型航空
器起降点相关工作；到三家
店东街、中关村门头沟科技
园实地查看物流寄递安全管
理相关工作。

彭利锋要求，区各相关
部门、单位，要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增强做好当前服务
保障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认真落实周密部署，真正
把各项任务抓细抓实。加强
日常安全巡检和人员管理，
着力形成协调联动机制。积
极开展综合执法检查，有序
排查各项安全隐患，严防禁
寄物品流入寄递渠道导致重
大寄递安全事件，确保寄递
渠道安全畅通，营造安全稳
定的寄递服务环境。要进一
步加大宣传力度，加强信息
报送，强化底线思维，齐心协
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治
安环境，切实做好国庆70周
年服务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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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冰）8月22日
上午，九三学社第三届京津冀青年
论坛践行“8+1”行动专题暨“科技
金融、助力双创”路演活动在中关
村门头沟科技园举办。全国政协
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
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北京市委
主委、中科院院士刘忠范，门头沟
区委书记张力兵出席活动，并为

“院士专家服务站”揭牌。
门头沟区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张永代表区委、区政府致辞，他
说：这次活动是九三学社北京“双
创”基地支持门头沟区产业升级
的又一举措。门头沟区将进一步
推进地方政府、民主党派与企业
高水平合作、协同创新，同时积极

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以发展科创智能、医药健康产业
为核心，吸引、服务更多的高科技
企业在园区落地生根，推动门头
沟产业高质量发展。

活动中，刘忠范围绕“石墨烯
的产业化之路”作主题报告，随后
还进行了“科技金融、助力双创”项
目路演。

据了解，此次活动能够进一步
推动京、津、冀、蒙四地的青年骨干
增进对“8+1”行动和“双创”基地的
了解，并在此基础上促成四地在产、
学、研、企等方面的合作，以实际行
动践行“8+1”，助力门头沟区发展。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陆晓光
参加活动。

践行“8+1”行动 助力“双创”平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