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9月13日 星期五

■ 本版编辑/李剑韬 ■ 美编/郭其瑞 综合2

本报讯（记者 李倩）近日，龙山家
园二社区开展了“牢记使命 助梦飞
扬”主题文艺汇演。

演出在萨克斯演奏《祝你幸福》
中拉开序幕。社区中的文艺积极分
子们接连表演了《我爱你中国》《好运
来》《十月是你的生日，中国》《我骄
傲，我是中国人》等歌舞、诗歌联唱节
目，表达着群众爱党、爱国的坚定信
念和对祖国繁荣富强的美好祝愿，赢
得了台下观众的掌声。整场演出高
潮迭起、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
彩。尤其演出最后，百余人自发挥
舞着国旗、党旗走到舞台中央，合唱
《歌唱祖国》时，现场歌声、掌声、欢
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飞扬的歌声，
吟唱难忘的岁月，熟悉的旋律，演绎
时代的激越，唱出了新时代，舞出了
新风貌。

龙山家园二社区专职副书记安
自强告诉记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
了居民文化生活，提升了社区居民的

凝聚力，增强了居民的爱国热情，同
时也满足了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与此同时，此次活动也是龙山家
园二社区党群炫彩文化学校的亮相

演出。”
记者获悉，龙山家园二社区党群

炫彩文化学校，是龙山家园二社区党
委积极落实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

的相关工作精神及要求，倾力打造的
居民文化生动实践活动基地。学校
依托“红色门头沟”党建，以各类文艺
形式为载体，传播红色基因，增强爱
国主义教育，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和精
神文明建设。

安自强介绍，“党群炫彩文化学
校的特点为充分链接社会资源，培养
本社区文化传播精锐队伍，再实现反
向文化输出，促进区域间文化活动共
享与互通。学校致力于文化交流，文
艺教学，组织主办文艺演出等服务方
向，秉持向居民完全敞开的接纳态
度，鼓励居民自发组织开展各种形式
的原创表演内容。”

目前，该学校下设宣讲、歌唱、舞
蹈、手工编织4支比较成熟的文化队
伍，安自强说，“未来通过交流学习、
文化引进与输出，也会把更多形式的
文化内容带到社区，让社区居民能找
到自己适合的形式，积极参与到活动
中来。”

龙山家园二社区开展主题文艺汇演龙山家园二社区开展主题文艺汇演

本报讯（记者 杨铮）长安天街购
物中心位于S1线上岸站东侧，是我
区即将开业的大型综合购物场所，
目前，大量商户正在陆续进驻，9月
6日开始，区政务服务管理局等十几
家单位共同设立“移动政务站”，进
驻购物中心，主动上门服务，为商户
带来“多证联办、一次办好”的政务
服务新体验。

在长安天街购物中心三楼的会
议大厅内，准备进驻商场的企业和商
户正在大厅内咨询办理证照。“移动
政务站”的设立，让大家切实感受到
了优化营商环境带来的便利。

3CE化妆连锁品牌工作人员介
绍：“我们作为连锁品牌，第一次来到
门头沟，在此体会到了门头沟有关单
位给我们企业带来的便利，帮我们解
决了很大的难题，非常不错，我们品
牌决定入驻。”

某品牌商户对于在我区办理证
照有了全新的感受：“以前办照非常
耗时，要跑很多次。有时候我们还要

花钱请代办公司，现在为我们提供了
免费的服务，真的特别好，特别方
便。”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科工作
人员介绍:“在各入驻商户尚未取得
单独不动产权证的情况下，我们局结
合现有的门头沟区商业规划和相关
房产替代文件，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服
务，帮助企业顺利完成了前期营业执
照登记注册。”

北京农商银行企业开办志愿服
务者表示：在客户手续准备齐全的情
况下，可以保证一天为客户办理成功
企业营业执照。

“移动政务站”是由区政务服务
管理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商务
局等相关部门联手七家银行“企业开
办志愿者”开展的上门服务。通过利
用我区特色“百事套餐e窗办”服务
平台，提供“网上一表申报、线下一窗
受理、部门并联审批、政服专员全程
主导、志愿者上门帮办”的服务模式，
让进驻企业和商户真正享受到“多证
联办、一次办好”的政务服务。

截至目前，“移动政务站”已为
155个商户提供服务。优化营商环
境“放管服”的改革成果，让企业开办
像点餐、网购一样方便，一次办理就
能快速获得所有证照。

区“移动政务服务站”负责人王
俊杰表示：“今后，在此实践基础上，
还将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流程，把

‘移动政务服务站’送到更多企业和
群众身边。”

““移动政务站移动政务站””上门服务上门服务 开办新企业省时省心开办新企业省时省心

依托全市乡镇（街道）粗颗粒物监测网络系统，共
对约325个乡镇（街道）粗颗粒物进行监测排名，门头
沟区9月2日-9月8日镇街TSP浓度（微克/立方米）
排名情况（倒序）如下表：

9月2日-9月8日镇街TSP浓度
（微克/立方米）排名情况（倒序）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共和国反腐第一案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
区市场监管局对门城地区流
通环节食品销售经营单位开
展专项抽检。

在北京稻香村门头沟双峪
分店和京客隆超市，执法人员
对预包装月饼及散装月饼的标
签标识、索证索票、生产日期等
环节进行了检查，同时抽取部
分食品进行检测。随后，执法
人员还询问了企业负责人对过

期食品的处理情况，并要求企
业严格执行进货查验、登记进
销货台帐、出厂检验等工作，严
禁不合格食品进入市场。

区市场监管局还将对企
业节后库存、回收月饼处理情
况进行跟踪，同时加大对各大
超市、农贸市场、餐饮企业的
监管力度，深入排查，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依法进行查处，
全力营造良好购物环境。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畅享畅享55GG应用应用 共建智慧城市共建智慧城市

本报讯（记者 李倩）9月5日下午，智
慧门头沟5G应用展在我区举办。

此次活动，中国联通门头沟分公司
充分展示了 5G网络的先进技术，特别是
在智慧党建、智慧教育、智慧门禁、接诉
即办平台、大数据平台等领域的广泛应
用。与会嘉宾一同观看了 5G 精彩视频
短片，并在 5G行业应用展区体验、交流，
从而更好地了解5G、体验5G、感受5G。

“通过参加这次畅享 5G 应用，共建
智慧城市的体验展，让我对 5G应用的前
景有了一些比较初步的了解，我觉得 5G
在将来城市的精细化管理、网络化的细
致应用，以及党建、大数据平台等都会有
很广泛的应用。希望通过 5G 的发展带
动我区更高质量的发展，创造更高品质
的生活。”参加展会的体验者张鑫说。

“5G对于门头沟区来讲，有着非常广
泛的应用前景，它的应用将实现山区与城
区之间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实时的共
享。”门头沟联通党委书记、总经理李秀霞
告诉记者，“现在，我区的 5G已经开始了
建设，截至 8月已建成 5G基站 65个。后
续我们也将继续努力，把门头沟区的 5G
网络打造成一个精品的网络，更好地建
设我们的智慧门头沟、数字门头沟。”

我区举办智慧门头沟我区举办智慧门头沟55GG应用展应用展

区领导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本报讯（记者 屈媛）9月
12日上午，副区长张翠萍带
队，到我区清颐敬老院、爱暮
家老年公寓、基督教堂、清真
寺实地进行安全生产检查。

每到一处，张翠萍都仔细
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及养
老院日常管理服务情况，并检
查了消防设施是否能够正常
使用、老人起居室是否违规使
用大功率电器、室内是否有吸
烟等现象。随后，还检查了生
病卧床老人是否得到有效照
护、食品留样是否及时，食品

存储、记录是否规范等，并提
前为他们送去了节日祝福。

张翠萍表示，敬老院务必
注意食品卫生，按规定索取食
品原料证件和有效购货凭证，
并做好台账记录，食堂食品留
样符合要求。要严格管控火
源、电源，值班巡查要到位，保
障老人的安全。教堂和清真
寺要积极开展宗教场所消防
安全知识宣传，提高员工、信
教群众及广大游客的消防安
全意识，确保信教群众的人身
财产安全。

我区加强食品安全检查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
人民法院组织的公审大贪污
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在保定
举行，宣布对刘青山、张子善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
该二犯全部财产。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
1951年11月全国开始“三反”
运动后揭露出来的第一大
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直
接督促案件的处理。刘青山、
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1933
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天津地
区任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职
务。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曾被
捕入狱，面对严刑逼供，坚贞
不屈；和平时期，他们却居功
自傲，贪图享乐，不顾党纪国
法，贪污克扣国家救灾粮、河
工粮、飞机场建筑费、地方粮、
干部家属救济粮、治河民工工
资、银行贷款等国家财产，为
数达 1716272 万元（旧币）。
他们还同私商勾结，用
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
饱私囊，使国家蒙受很
大的经济损失。

1951年 12月，中共河北
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刘青山、张
子善的党籍。华北局将处理
意见上报中央，提议“将刘青
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
（或缓期二年执行）”。中共中
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经过
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意
见，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
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
行。

公审大会前，有人提出是
否可以向毛主席建议，不要枪
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
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的地位
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
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
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
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
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市排名市排名市排名市排名 区排名区排名区排名区排名 镇街镇街镇街镇街 TSP浓度

212 1 永定镇 110

230 2 军庄镇 102

234 3 大峪街道 101

234 3 龙泉镇 101

263 5 城子街道 91

284 6 东辛房街道 84

298 7 妙峰山镇 79

311 8 王平镇 74

318 9 潭柘寺镇 69

320 10 雁翅镇 67

320 10 斋堂镇 67

328 12 清水镇 52

329 13 大台街道 48

本报讯（通讯员 刘雪增）日前，
笔者从永定镇了解到，该镇以提升

“三率”为目标，深入抓实市民服务
热线“接诉即办”工作 。

广泛收集民意，注重基层化解。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拓宽诉求收
集渠道，加强与机关科室沟通协调，通
过“门头沟热心人”队伍、“百姓诉求，
你说我办”微信平台等途径，广泛听取
辖区群众诉求，形成问题台账报送至
包村居领导及相关业务科室，力争将
一般问题收集在基层、吸附在基层、化

解在基层。主动发声，将政府、社区、
物业等部门的处置情况反馈至广大
群众，让群众及时了解事情进展。

强化首单负责，落实全面响应。
各项群众诉求依照科室工作职责及
联系上级单位情况分派至相关科室
办理，各科室第一时间响应，依照“接
诉即办”工作流程积极主动履行职
责。如确与本科室及所联系上级部
门职责不符诉求，及时按照既定程序
与镇城指分中心沟通，填写《永定镇
城指分中心转办诉求退件单》，经镇

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方可退回。
依托“吹哨报到”，深入基层办

理。针对科室无法独立解决的诉求
情况，第一时间向镇有关负责人报告，
充分发挥“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
机制作用，将压力传导至有关单位或
部门，深入基层及时化解群众诉求。

着力诉求解决，做好群众工作。
对于一般诉求，第一时间解决、第一时
间反馈；对于解决时间较长的诉求，及
时跟反映人沟通解释，并认真跟踪诉
求办理，确保群众诉求解决到位；对于

无法解决的诉求，务必细致耐心做好
政策解释与情绪安抚工作，最大程度
争取反映群众的理解与认同。

突出重点帮扶，强化处置力量。
结合镇诉求“接诉即办”工作情况，探
索建立诉求集中科室重点结对帮扶
机制，集中诉求办理力量；各村居成
立“接诉即办”实名制队伍，强化诉求
处置力量，并上报至镇城指分中心及
相关科室；针对诉求集中的村居，选
派专门工作人员驻镇办公，便于及时
沟通协调本村居群众诉求。

永定镇以提升“三率”为目标
深入抓实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超）9月
11日上午，我区召开教育、卫
生系统安全保障工作专题
会。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彭利锋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听取了相关工作情况的
汇报后，彭利锋指出，全区各相
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校园和医疗
机构的安全工作，进一步强化
责任意识，按照“全覆盖、零容
忍”和“视隐患为事故”的原则，

全面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整
改。要压实压紧安全职责，落
实门卫值守制度，强化保安和
中控值守人员的管理。要进一
步强化联动机制，各部门之间
要加强协调配合，按照“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要
求，共同维护好校园及医疗机
构周边秩序，确保重点时段、重
点部位安全可控。

副区长庆兆珅参加会议。

我区召开教育卫生系统
安全保障工作专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