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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凯）区体育文
化中心项目工程是我区的重点工
程，目前，该工程已进入地上主体
结构建设阶段，预计今年底进行
结构封顶。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地面施
工阶段进展已经过半，工人们正在
进行主体钢结构施工，为浇筑混凝

土做准备。由于基础施工场地狭
窄再加上建筑造型新颖、结构复
杂，因此在建设主体结构时，施工
方加强了对现场施工安全的监管，
并对每个施工环节严格把控，确保
高质量施工。据工程项目生产副
经理刘睿介绍：“目前,主体结构工
程已经进展过半，明年将开始进行

二次结构、幕墙、设备安装工程，
2021年进行室内装修，同步进行园
林和市政工程，预计2021年底可交
付使用。”

据了解，门头沟区体育文化
中心项目总占地面积 6.73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13.29 万平方米，
建筑高度 41.5米，分为地上五层、

地下三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体
育、文化两大功能板块。其中，体
育功能板块由体育馆、游泳馆、全
民健身中心、体育运动学校、室内
冬季运动场构成，文化功能板块
由文化馆、图书馆、剧院、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构成。预计整
体工程将于2021年底竣工。

本报讯（记者 李冰）9月4日下
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先后
到大峪中学、大峪一小，检查校园
安全工作开展情况。

付兆庚仔细查看校园消防中
控室、监控室等安全设施，并听取
学校负责人关于校园安全情况的
汇报。

付兆庚强调，校园安全是学
校常抓不懈的首要工作。全区各
学校要高度重视，把校园安全工
作摆在突出位置，确保师生人身
财产安全。要不断提高工作的科

学性和实效性，紧盯重点环节，加
强巡查频次，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着眼长
远，针对校内外安全的重点、难点
问题，完善工作方案，做到防患于
未然。各相关部门要积极履职尽
责，强化对校园周边各类流动商
贩的巡查和打击力度，加大对校
园消防的检查力度，对校园内各
种不符合消防规定的问题及时督
促整改到位，为广大师生营造和
谐安全的校园环境。

副区长庆兆珅参加检查。

区领导检查
校园安全工作开展情况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9月4日
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围
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到龙
泉镇进行基层调研。

在三家店三分社，付兆庚实地
查看了红旗广场、在建公园项目、
背街小巷整治及拆违效果。随后
又到龙泉务村，实地查看龙泉务市
场升级改造项目和人居环境整治
效果。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龙泉
镇负责人汇报了近期重点工作开
展情况。基层党组织书记结合本
村环境整治、产业发展等问题先后
进行了发言。

付兆庚指出，龙泉镇属于城乡
结合部，地处村居交界处，工作开
展难度较大。各村居要再排查、再
梳理，采取有效措施整顿软弱涣散
村，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化
解历史遗留问题，确保软弱涣散村
整顿到位，进一步改善农村村风村
貌。要着重在和谐稳定、“接诉即
办”“六城联创”等方面持续发力，
全力以赴做好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服务保障工作。要进一步加大环
境整治力度并巩固整治成果，形成
长效管护机制，让村民养成自觉维
护村庄干净整洁的良好习惯，不断
提升大家的生活幸福感。

区
体
育
文
化
中
心

区
体
育
文
化
中
心

项
目
工
程
正
在
抓
紧
施
工

项
目
工
程
正
在
抓
紧
施
工

本报讯（记者 屈媛）9月4日下
午，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彭利
锋就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服务保障
暨扫黑除恶工作进行调研。

彭利锋一行先后到色树坟派
出所、芹峪口检查站、雁翅派出所
等地实地调研。

每到一处，彭利锋都认真听取
相关单位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
庆期间服务保障工作情况的汇报，
现场查看服务保障筹备情况，并向

加班加点辛勤工作在一线的干警
们表示了慰问。

他强调，相关部门要加强紧
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国庆期间
要全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要保
持高度警觉，仔细排查安全隐
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检和人员管
理，着力形成协调联动机制。派
出所要与属地政府密切配合，相
互支持，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
会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倩）70年风雨
兼程、70年砥砺奋进。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区交通事业飞速发展，
不断更新换代的公交汽车见证着
城市的变迁，同时也承载了一代人
的记忆。交通，正在无形的改变着
一座城和一城人的生活方式。

“车辆启动，请您扶稳坐好，前
方到站是双峪环岛西，下车的乘客
请您提前做好准备……”温馨的人
工提示，舒适的乘车环境让370路
公交驾驶员孙起泉赞不绝口，他
说：“越来越人性化的乘车环境让
百姓出行更加舒心、便捷，看见他
们笑着来笑着走，我这心里也爽
快，开一天公交都不觉得累了。”

1997年，从孙起泉踏进公交
场站的那天起，到今天已经是第22
个年头了。这些年来，孙起泉每天
都能透过公交车窗，见证着京西一
点一滴的发展。他告诉记者，“先
不说咱们区现在这高楼林立，道路
宽广，公园、广场比比皆是让我惊
叹，就连从设备特别陈旧的老式公
交到现在有空调的新能源公交车，
这都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在孙起泉的记忆里，每天都在
重复着挂档，拉手刹，老式公交车
可是让每一位驾驶员都吃尽了苦
头还得笑着坚持。“原来开的那车，
有两节分开的车厢，前后铰接而
成，密封性差，质量不好，夏天热，
冬天冷，“三伏”天长痱子、“三九”
天冻手，这都是常有的事，但最难

受的还得是那座椅，直上直下，还
不能调节，乘客坐着不舒服，自己
开起来更是受罪，出一天车，回来
都觉得身子骨要散架了。”说着说
着，孙起泉突然双眼放光，兴奋地
擦拭起方向盘，仿佛抚摸的是奖杯
一般骄傲自豪，“你看，现在这车多
棒，新能源车辆，纯电动公交！与
传统燃油车辆相比，不仅无污染、
无噪音，车内设施也更加人性化
了，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连座
椅都比以前软乎太多了！现在跟
以前相比，真是太不一样了，开车
的轻松了，坐车也舒适了。要我说
啊，以前坐公交只图省时省力，现
在可以说是在享受了！”

开了这么多年车，感谢的话孙
起泉听过，感动的话也听过，但最
让他动容的是来自一位末班车乘
客的一句：“时代发展的真好，这么
晚还有车能回家，真幸福。”孙起泉
说：“乘客的满足感、幸福感就是我
们公交人的使命。我真的很庆幸，
能随着公交的脚步，一起看着城市
的发展、变化。”

说起公交车的“变”与“便”，不
仅仅是公交人对公交的变化引以
为豪，广大乘客更是感慨万千。家
住中门寺的孙荣艳，谈到我区现在
的公交，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家
现在一出门就是BRT4和 BRT4
支线公交站！别提多痛快了！这
车，我们都叫它‘快4’，可真是应了
这个名字了，真快呀！说进城就进

城，哪像以前似的，一提到坐车都
发愁！而且这车时间短，车次多，
容量大，内设舒适，太方便了！”说
起“快4”，孙阿姨的脸上洋溢着藏
不住的幸福，她告诉记者，过去上
下班坐车的情景，可是让她一直记
忆犹新呢。“以前，门头沟的人不管
是家住南边、还是北边的，要想进
城都得先来双峪、大峪这边等车，
车少、人多、站台远，要想挤上车就
跟打仗似的，每天上班都是在‘别
挤了’‘哎呦，你踩着我了’这些叫
喊声中上下车的。”

记者了解到，自2012年12月
30日，BRT4和BRT4支线通车以
来，快速公交已经成为了一条我区
连接城市中心区以及沿线其它办
公、商业、居住区的高强度公共交
通客运走廊，大大缩短了由我区乘
公交到达市区的时间，这两条线路
每天运送约4.6万人次往返于我区
与市区之间，大大改善了我区居民
的出行环境，有效推进了我区城乡
公交一体化工作进程。

9月4日这天，记者先后乘坐
了 336 路、890 路、965 路等公交
车，并随机对车
上 乘 客 进 行 采
访，接受采访的
市 民 均 提 到 了

“舒适、人性化；
线路增加、频次
提高、等车时间
缩短；出行方便、

出门就是车站”等词语，交通事业
的发展与改变得到了我区百姓的
认可。曾经那些“馒头挤成饼”“人
上车了鞋没上来”的趣事也从老百
姓的记忆中逐渐淡忘，留下来的只
有惊叹与赞美……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区交
通事业的变化牵动着家家户户，乘
车环境逐步改善的同时，我区的公
交线路也在不断调整、增加，从1
条进城公交线路增至如今的 82
条，公交车线路与舒适度双提升，
百姓共享发展成果。这些城市公
交变化的背后，不仅是城市公共交
通配套体系的完善，更是时代发展
的成果。

截至目前，我区客运企业从业
人员3800余人；公交线路82条；投
入运营车辆950余部（其中纯电动
车155部）；日均运送乘客约37万
人次（刷卡次）。服务范围从区内地
面公交服务达到全覆盖，形成了常
规公交、快速公交、“村村通”线
路、社区专线、快速直达专线相结合
的运营、接驳模式，满足我区百姓的
出行和通勤需求。

改善交通出行环境改善交通出行环境 提高群众生活质提高群众生活质量量

本报讯（记者 李冰）9月4日下
午，区政府召开第40次常务会。区
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出席会议。

会上，副区长赵北亭分别传达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治理基层涉
地乱象和涉地腐败的意见>和<关
于加强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内部
约束监督的意见>的通知》文件精
神和“2019年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及
全市住宅工程质量提升工作推进
会”精神。副区长庆兆珅传达习近
平总书记、市委书记蔡奇就校园安
全工作有关批示精神。

付兆庚强调，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认真组织开展学习有
关文件精神，做到学懂弄通。要
抓好贯彻落实，对照任务逐项梳
理，聚焦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住
宅工程质量、校园安全等重点工
作，开展有针对性的集中整治。
要坚持问题导向，健全工作机
制，切实解决突出问题、补强薄
弱环节。要加强日常监督巡查，
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确保各
项任务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
其他事项。

区领导陆晓光、王涛参加会议。

区政府召开第40次常务会

区领导围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到龙泉镇调研

区领导调研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9月5日
上午，区委召开第五次人大工作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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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彭利锋等区领
导出席会议。

会上，陈国才传达了市委第五
次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彭利锋就《中
共门头沟区委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
进人大工作的意见》做了说明。

张力兵指出，区委第四次人大
工作会议以来，区人大及其常委
会、各镇街人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把维护人民群
众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讲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
神，积极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
为全区发展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民

主法治保障，推动全区人大工作不
断迈上新台阶。

张力兵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全区人大工作提出三点意
见：一是要坚定政治站位，切实增
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充分发挥根本政治制度的优势和
作用，进一步找准人大工作与全区
中心工作的结合点、着力点，更好
服务全区绿色发展大局。发挥人
大代表作用，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
系，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助力
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更好地为民造福。坚守人大
工作的初心和使命，弘扬“四个一”
奉献光荣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弘扬担当作为精神和求真务实
作风，带动全区更好践行“门头沟
四问”，促进全区人大工作“创首
善、争一流”。坚决贯彻中央、市委

关于人大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全区人大工作，更好发
挥人大“聚民心、议大事、保落实、
促善治”的重要作用，不断开创全
区人大工作新局面。

二是要坚定首善标准，切实提
升新时代人大工作水平。面对新
形势、新任务，全区人大工作要紧
扣区委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新需
求新期待，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紧紧把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
祝活动这个“纲”，依法讨论决定重
大事项，切实增强监督刚性和实
效，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以“红
色门头沟”党建为引领，发挥人大
职能作用，全面助力做好重大活动
服务保障、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年度
测评、拆违攻坚决战决胜等重点工
作，切实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
不断开辟人大工作新境界，为打造

“绿水青山门头沟”贡献力量。

三是要坚定党的领导，切实提
高新时代人大履职能力。做好新
时代的人大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需要全区各级人大组织始终坚
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把自
身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旗帜鲜明讲
政治，加强履职能力建设，不断改
进工作作风，全面提高依法履职能
力和水平。区委将积极发挥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一如既往
地全力支持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充
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
使职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和市、区决策部
署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全区各部
门要高度重视人大工作，牢固树立
依法接受监督、自觉接受监督的意
识，认真办理人大代表提出的议
案、意见和建议，积极配合人大及
其常委会开展工作，为人大履行职
权创造良好条件。

区委召开第五次人大工作会区委召开第五次人大工作会

本报讯（记者 李冰）9月5日下
午，市广播电视局“送专家、到基层”
活动在我区举办，市广播电视局局
长杨烁，副局长张苏、别必亮，副区
长庆兆珅等市、区领导出席活动。

活动中，与会人员观看了宣传
片《壮丽70年——荧幕中的中国》，
纪录片《大西山》导演及北京优秀纪
录片制作公司代表与各区融媒体中
心，就纪录片创作进行交流研讨。
首都纪录片发展协会向各区捐赠纪
录片播出权。

庆兆珅表示，《大西山》纪录片
的制作播出,全面展现了门头沟区
的整体形象。希望市属媒体继续加
大对我区“红色门头沟”党建品牌和

“绿水青山门头沟”城市品牌的宣传

力度，区委、区政府也会尽全力配合
好相关工作，在文化传播领域贡献
更大力量。

杨烁强调，进入新时代，各级媒
体要积极应对问题，整改落实，进
一步构建市、区宣传管理的大格
局。要筑牢首都意识形态安全防
线，不断完善创优创新的工作机
制，强化首页、首屏、首条工程建
设，进一步研究广播电视节目，生
产精品。要立足媒体融合，持续强
化媒体业务，培养高水平行业人
才。市广电局也将全力以赴与各
区融媒体中心做好对接，从精品创
作、人才培养、技术支撑到导向引
领等方面做好服务工作，共同唱响
新时代主旋律。

市广播电视局
“送专家、到基层”活动在我区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