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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班子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第一次集中研讨

鲜花盆景鲜花盆景
扮靓京西扮靓京西

解决群众诉求 化解各类矛盾

区政府召开
永定镇历史遗留问题专题会

区政府“四不两直”检查“门前三包”问题
并召开整治工作专题会

本报讯（记者 李倩）9 月 20
日，区领导班子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次集中
研讨。市委第四巡回指导组组长
王红专、副组长田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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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彭利锋等市区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区领导班子成员围绕
“旗帜鲜明讲政治、牢记使命守初
心”，聚焦“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
严治党”两个专题，结合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
地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交流心得体
会和学习收获。市委第四巡回指
导组全体成员到会进行指导。

王红专围绕“初心教育”主要
“做什么？”“学什么？”“怎么学？”对
我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提出要求，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强化“三
心”，即“核心、民心、责任心”，以理
论滋养初心，以理论引领使命，高
举思想之旗，筑牢精神之魂。要按
照“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方
式方法，扎实开展好主题教育。同
时，要把主题教育与实际相联系，
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贯穿始终。要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按照区委战略布局，
结合区委工作思路和年度工作安
排，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特别是
发挥好“红色”和“绿色”的优势、特
色。做到，“红色是本色”“绿色是
底色”，“以红色带绿色”“以绿色促
红色”“以红、绿育多色”“以双色增
全色”，当好“两山”理论的守护人。

张力兵在发言中要求，要继
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革命到底

精神，扎扎实实开展好主题教育，
切实做到学深一层、学出成效。
一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才能守初心、担使命，当好“两
山”理论守护人。要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切实把市委提出的“三个
一”要求落到实处。要落实好生态
涵养区功能定位，做好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肩负
起守住首都西大门的政治责任。

二要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
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才能守初心、
担使命，以首善标准打造“两个品
牌”。要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体现
到推进“红色门头沟”党建“1179”
工程的具体工作中，
体现到打造“绿水青
山门头沟”的具体过
程中，以真抓的实劲、

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
韧劲，高标准、高效率推动“三四三
六”工程。

三要始终扛牢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才能守初心、担使命，更
好锤炼京西铁军。要落实好中央、
市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
要求，要始终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要将“六六工程”与落实

“团结统一、红色传承、向善尊贤、
三严三实、互勉包容”的“二十字”
干部队伍建设原则结合起来，以更
高标准抓班子带队伍。要抓住主
题教育的契机，引导党员干部自觉
把锤炼初心作为“必修课”，永葆共
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随着国
庆节的临近，浓浓的节日气氛弥
漫街头，鸡冠花、串儿红、五色草
等多个品种的鲜花被摆放到道路
两侧，造型别致、色彩艳丽的花卉
景观，烘托出安定祥和、热烈喜庆
的节日气氛。

据了解，今年的国庆花坛总
体布局为“一线多点”，在长安街
西延线、紫金北路与石园北路交
叉口、幸福广场、葡山公园、双峪
路与石担路路口、区政府、福鼎公
园、石泉公园入口处设置主题花
坛；双峪路口、葡萄嘴路口、石门
营路口处设置容器花卉。经过扦
插花卉、整形修整等多个步骤，造
型灵动的花雕于 9 月 25 日前全面
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布置结合区域特点，实现从“喜气祥和迎
接国庆”到“隆重热烈庆祝国庆”的转换。为避免同一道路、同一
区域过度布置，环境布置工作还与城市景观有机融合，充分运用
升挂国旗、红旗彩旗、灯笼灯饰、立体花坛、地栽花卉、硬质横幅、
夜景照明及爱国主义灯光秀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营造隆重热
烈、团结和谐、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浓厚氛围。

施工负责人王磊告诉记者：“这次布置的花卉根据鲜花的花
期定制培养的，从花材的花色、花期和饱满度都经过了严格挑选，
保证花坛景观在国庆节期间呈现出最好的效果。”

史佳怡 金谊平/摄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9月 21
日，区政府召开专题会，研究解决永
定镇历史遗留问题。区委副书记、
区长付兆庚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永定镇汇报了还未解决
的安置房源、回迁社区地下停车库、
电梯维修等一批历史遗留问题的基
本情况。随后，与会人员各抒己见，
共同研究解决方案。

付兆庚指出，国庆临近，永定
镇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这些
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和矛盾化解
工作。要协调好各相关部门，通过

各层面的专题会，协商解决好这些
问题。要敢于担当，认真分析每个
问题的解决方案，加快推进解决问
题的速度。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
合，打好组合拳，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和路径，确
保行之有效，尽快解决问题。要严
格落实好属地责任和部门责任，主
动解决好群众诉求，积极化解各类
矛盾，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做好服务和
保障。

副区长赵北亭参加会议。

我区召开
2019年度综合考评工作推进会

区领导就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主题
到永定镇调研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9月 19
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带
队到永定镇，就“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主题进行调研，听取卧龙岗村美
丽乡村建设相关工作的汇报，区相
关部门就村庄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
研讨。

付兆庚指出，美丽乡村建设是
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
打造良好村庄环境的重要措施。下

一步工作中，卧龙岗村要加快推进
调整村庄规划，有机整合村庄用地，
积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有效提高
村庄整体环境。区相关部门要优化
政策服务，积极寻找适合卧龙岗村
实施的政策措施，切实为百姓解决
难题。在村庄改善环境的同时，要
积极寻找产业发展路径，着力提高
村民生活品质和村庄建设品质，全
面提升百姓生活的舒适感、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9月 21
日，区政府召开迎国庆“门前三
包”问题整治工作专题会。区委
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出席会议并
讲话。

区环卫中心汇报了“门前三包”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措施并播放了个
别商户乱扔乱倒垃圾的视频短片。
随后，各单位结合各自职责汇报了
工作方案和措施。

付兆庚指出，要加强引导、严格
管理、重拳出击，严厉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一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向沿
街商户统一发放通知，入户宣传，广
而告之违法后果，警示教育广大商
户切实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二是
要分批对沿街商户进行培训，讲清
垃圾投放标准、违规投放后果，进一

步强化商户自律意识。三是要严格
执法，严管重罚，采取多部门联合执
法与个体执法相结合的方式，针对
违法违规行为严格依法高限处罚。
四是要落实属地责任，进一步发挥
属地主体责任，定期通报属地每日
巡查“门前三包”情况。五是要加强
日常检查，在常态检查的基础上，针
对重点地区、重点门店，调整检查时
间，强化夜间检查盯守。六是要加
大曝光力度，对违规门店进行跟踪
采访，多种形式进行曝光，同时大力
宣传典型经验做法，推动沿街环境
整洁有序。

会后，付兆庚还带队实地检查
了京汉铂寓和滨河西区部分底商

“门前三包”情况。
副区长赵北亭参加检查。

围绕“旗帜鲜明讲政治、牢记使命守初心”
聚焦“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

险村搬迁险村搬迁
让让““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变成变成““金山银山金山银山””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险村搬
迁改造工作是提升农村地区百姓
居住品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重
要举措。我区通过将险村改造与
脱贫攻坚相结合、与美丽乡村建设
相结合、与沟域经济发展相结合，
探索出了农村发展的新道路。

2013年起，妙峰山镇炭厂村开
始进行险村搬迁改造工程，以严谨
的设计，打造了统筹乡村规划、统一
房屋风貌、村民自主建设、后兑搬迁
资金、村委会统筹基础设施建设的
险村搬迁“炭厂模式”。

炭厂村党建助理员付尚华告
诉记者：“近年来，我们村在提升人
居环境的同时，还打造神泉峡景
区，游客多了之后，又开始发展民
宿接待，只有村民富了，才能壮大
集体经济。”

险村改造带来的不仅是居住
环境的提升，更让百姓吃上了“生
态饭”。炭厂村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和乡村精品民宿发展，依托神泉峡
景区，使村里的低收入户全部脱

“低”，村庄由低收入村转变成为
“精准脱贫”的典型村。

数据统计，2018年，神泉峡景
区实现旅游收入243万元，村民分
红人均1200元。此外，村民经营
民宿也获得了良好的收益。

“过去我是开农家乐的，游客来
了经常给我提意见，那时正好赶上
了好政策，我就把房子进行了改
造。改造后，游客也多了，收入也增
加了，在家里坐着就能赚到钱了。”
炭厂村村民张福长笑着说。

除炭场村外，我区还有东马各庄
村、河南台村、法城村、洪水口村和禅
房村等村都进行了险村改造工作。

记者来到禅房村，这里在2015
年初进行了险村改造，2017年全村
96户家庭都住上了统一规格的二
层楼房。走在干净整洁的街道上，
道路两侧的花香弥漫开来，村民的

生活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每个人
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采访过程中，村民李爱华还带
领记者来到了她的家，说起今夕住房
的变化，她可是满心欢喜：“以前，我
们住的房子都是平房，我家6口人才
住30多平方米的房子，又小又挤。
现在，我们住进了一户一宅的二层楼
房，又宽敞又舒服，真好。”

据了解，自2013年险村险户搬
迁工作启动以来，我区逐年推动了
5个镇38个搬迁新村建设，涉及农
民6152户10756人。截至目前，已
经有22个村完成搬迁改造，另外
16个村正在有序推进。

“通过改造，家家户
户都用上了清洁能源，
街道整洁干净了，村庄
变美了，既有休闲广场，
又有活动中心，生活水
平明显提升了。”禅房村
村民赵立英说。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耿新民说：
“通过险村改造，不仅消除了地质
灾害隐患，增加了安全系数，还改
善了村民居住条件，相应的完善了
全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了能源
结构，进一步明确了产业发展方
向。特别是一些村趁势发展精品
民宿，收入大幅增加。下一步，将
按照规划，先筹备后启动，扎实有
序的推进险村搬迁改造工作。”

险村搬迁改造，山区百姓的生
活品质、家庭收入逐年提高。如
今，更多人吃上了“生态饭”“绿色
饭”，“绿水青山”逐渐转变成了百
姓家中的“金山银山”。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9月 23
日，我区召开2019年度综合考评工
作推进会。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彭利锋出席会议。

会上，相关考评主体单位汇报
了前三季度考评工作进展情况。

彭利锋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坚
持目标导向，及时跟进上级政策，准
确把握好考评要求，考评工作要与

我区实际特色相结合，突出实际。
要狠抓过程管理，利用考评工作平
台，把考评管理当成做好日常工作
的动力。要加强沟通对接，上下联
动，形成合力，强化指导督办，注重
经验总结，共同完成好各项目标任
务。

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金秀斌
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9月24
日，市委第四巡回指导组组长王红
专，区委书记张力兵，区委副书记、
区长付兆庚，区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彭利锋等市区领导，围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服务保障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
活动，相继到妙峰山镇和潭柘寺镇
进行专题调研。

在妙峰山景区停车场，市区领
导共同观看了森林火灾处置应急
演练，并实地调研景区防火安全、
环境保障、应急值守等工作开展情
况。

上午10时，演练正式开始，涧
沟村管护员报告发现火情后，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随着火势蔓延，涧
沟村管护员、妙峰山镇半专业扑火
队、区应急救援中队先后到达现
场，对虚拟目标进行扑救，大家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各司其职又密
切配合，高效地完成了演练任务。

随后，张力兵一行来到位于潭
柘寺镇的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检查应急值守、消防
安全等工作。张力兵要求，要坚
持以国庆服务保障工作为纲，把
服务保障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
活动作为最实际、最生动的主题
教育。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守安
全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围绕设施
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开展
好联合执法，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并及时落实整改；要制定和完善
好安全应急预案，细化各项应急
措施，切实提高应急处置的水平
和能力，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区领导王建华、金秀斌、王涛
参加调研。

市区领导到妙峰山镇、潭柘寺镇
进行专题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