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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辛房街道

举办文艺演出营造喜庆氛围

城子办事处组织离退休干部
开展“创城”专项环境整治活动

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统一全党思想、推动全面调整

区纪委监委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本报讯（通讯员 李梦佳）9 月

16日，区纪检监察系统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区委

部署要求，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扎实开展好区纪委监委“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区纪检

监察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闫中，区委“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二巡回指导

组组长李淑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区

纪检监察系统党员干部以及区委第二

巡回指导组同志参加会议。

闫中在动员讲话中表示，全区

纪检监察干部一定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在落实“两个维护”中

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和重大政治责

任，深刻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

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

自觉性、主动性，既率先开展好自身

的主题教育，又切实担负起监督检

查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开展

主题教育的重要责任，切实把主题

教育抓好抓紧抓实。

一是要强化思想武装。以个人

自学、集中学习研讨、开展专题教育

相结合的方式，认真学习《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摘

编》等重要文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纪检监察工作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强读强记、常学常

新，结合纪检监察工作实际，努力做

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二是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把

案头调研、谈话调研、蹲点调研等结

合起来，严格按照区委提出的“五个

围绕”要求，开展“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批示精神，深入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12345‘接诉即办’督

查满意度提升”“深化派驻机构改

革”“推动监督向基层延伸”“加强窗

口服务监督”五个方面专题调研，真

正把情况摸清楚，把症结分析透，研

究提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办法措

施，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三是要深刻检视问题。对照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

对照初心使命，对照群众期待，多渠

道、全方位听取意见建议，深入查找

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作

风形象方面存在的差距。要结合纪

检监察工作实际，深入

查找在扛起全面从严治

党政治责任，纪严于法、

纪在法前、纪法分开思想认识和深化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上的差距。

四是要狠抓整改落实。要把

“改”字贯穿始终，坚持立查立改、即

知即改，深入开展专项整治，针对各

类重点难点问题拿出切实管用的办

法。要把专项整治和全区纪检监察

系统警示教育大会列出的突出问

题、领导班子2018年度民主生活会

查摆出的问题结合起来，通盘考虑，

一体推进整改。要将集中治理与建

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以改革精神

补齐制度短板、狠抓制度执行，做到

解决一个问题、堵塞一批漏洞、完善

一套制度，不断呈现纪检监察队伍

建设的新气象。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茹）近日，

东辛房街道为丰富和活跃社区

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热烈

喜庆的节日氛围，在东辛房街道

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文艺演出。

此次演出既有专业演员对

口快板《绿色家园》、板胡独奏

《夜深沉》等节目，也有社区居民

自发组织的模特表演《中国大舞

台》等 10 余个精彩节目，演员与

居民联手奉上的演出，真正实现

了辖区群众喜迎国庆的欢愉心

情，通过共欢共庆，抒发了对祖

国的祝福之情。演出在《欢聚一

堂》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此次演出深受辖区居民的

好评，一位居民表示，演出内容

很丰富，有独唱、合唱、相声、大

鼓、牛骨书、乐器表演等，让百姓

欣赏了一场文化盛宴。

此外，该街道各个社区也通

过文艺演出、组织孩子巧手制作

灯笼、知识问答等多种形式，让居

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气氛。

新华社北京 9月 22日电 1962

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

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从中

央到县级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参

加会议。这是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会议发扬党

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统

一全党思想、推动全面调整起了积

极作用。

会议结束后，在刘少奇和周恩

来、陈云、邓小平等直接领导下，中

共中央于2月和5月相继召开西楼

会议、五月会议，进一步正视和分析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刘少奇

指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带有非常

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

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

贯彻下去。

在认识比较统一的基础上，中

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

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大力精简职

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

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

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

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

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

层的领导力量。

同经济调整相配合，党对社会

政治关系、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教育

文化政策也做了进一步调整。

调整工作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

果。到1962年底，国民

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为

进一步扭转局面，中央

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

三年的时间继续调整。

在调整中，还进行了一些经济体制

改革的试验，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

托拉斯和进行两种劳动制度、教育

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到

1965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胜利

完成，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

会主义建设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本报讯（通讯员王爱兵)为了

推动“创城”工作的深入开展，提

升辖区内的环境质量，给居民创

造一个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近

日，城子街道组织城子大街社区

和向阳社区的离退休干部，开展

了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两个社

区的近50名离退休干部参加了此

项活动，通过一上午的环境卫生整

治，使辖区面貌得到进一步改善。

与此同时，在离退休干部的

带动下，社区的党员干部、居民

和社区志愿者也参与其中，对社

区的卫生死角、清理堆物堆料、

生活垃圾、白色污染和小广告进

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

通过这次环境卫生整治活

动的开展，充分发挥了离退休干

部的带头作用，调动广大居民参

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积极性，

营造了全民动员、人人动手的良

好社会氛围。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20日上午在

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现将讲话金句摘编如下，供学习参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总结经

验，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要

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党

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二是准确把握

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三是发挥好人民政

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四是坚持和完善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五是广泛凝聚人心

和力量。六是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

职尽责。七是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八

是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

——实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丰富多

彩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实践充分

证明，中国式民主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

——人民政协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

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既秉

承历史传统，又反映时代特征，充分体现

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

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势。

——能听意见、敢听意见特别是勇

于接受批评、改进工作，是有信心、有力

量的表现。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把

民主集中制的优势运用好，发扬“团结－

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广开言路，集

思广益，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

和深入交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

不强加于人，遵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

说各话，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

执，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

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

——对各种意见和批评，只要坚持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

要让大家讲，哪怕刺耳、尖锐一些，我们

也要采取闻过则喜的态度，做到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

——人民政协要通过有效工作，努

力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

重要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

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

的重要渠道。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要正确处

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一致性是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多样性是利益

多元、思想多样的反映，要在尊重多样性

中寻求一致性，不要搞成“清一色”。

——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为国履

职、为民尽责的情怀，把事业放在心上，

把责任扛在肩上，认真履行委员职责。

民盟民建界委员张金明：
京西巨变

人民政协七十年，京西老区换新颜；

委员履职在一线，倾心调研建真言。

古村古道文游建，环保交通布新线；

永定长城文化带，小康人民绽笑颜。

政协文史撰稿员师昌璞：
七律·过峰口庵观古道蹄窝
今古奇观古道多，青石岗上布蹄窝。

水滴石穿坚持久，铁杵成针功在磨。

商旅长行顺道过，骑兵驰骋绕山坡。

日行夜走出奇迹，鬼斧神工造化多。

团委青联界委员姜玮：
协商民主的思想源泉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

观、和而不同的国家观、琴瑟和谐的家庭

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影响着每一个中

国人及社会治理。以和为贵、和而不同、

与人为善、和睦和谐，既是生活习惯、文化

认同，也是以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谐共

生为特质的协商民主的思想源泉。

文体界委员牟玲：
门头沟人民有如大山般的胸怀
我不是门头沟人，不是北京人，但我

是门头沟区政协委员，这是我内心最值得
骄傲的情愫。尽管时常会有人问起：你怎
么会是门头沟区的政协委员？我也从来
都会满脸笑意真诚地作答：因为我深深地
爱着门头沟的山山水水，希望山里的每一
户人家都能在蓝天下幸福地生活！事实
上，作为一名政协委员，能为门头沟区的
发展贡献一份微不足道的力量，参政议
政，不负使命，此生荣幸！我从内心感谢
门头沟区各级领导所给予的支持和接纳，
感谢门头沟人民有如大山般的胸怀！

民族宗教界委员云涛：
政协带给我的变化

未履职前，我就负责经营企业，考虑好
企业发展，遇到社会矛盾或问题不理解时也
不愿多问。随着履职深入，我感觉我变了，
外观上周围人都说我特阳光，特正能量。内
在我感觉看问题更深刻了，不调研不发表意
见，不人云亦云，能自觉放下身段，到基层掌
握第一手资料，独立思考，提出合理建议。

感谢区政协这个平台，让我学习提高，能参
与到门头沟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来。

工商联界委员谢玉衡：
这个家庭很温暖

没有加入政协之前，我关心的只是科

研、市场。进入政协后，发现自己欠缺的

很多，比如在提建议和提案时要调整视

角，有全局意识，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企业

和领域；还有，在确定提案主题时要帮忙

不添乱，这都需要在思想上提高自己。而

且老委员们都会不厌其烦地、热情地帮

助，帮我熟悉和了解政协，平时不管遇到

什么困难，大家都会伸出援手。每逢此

时，最大的感觉就是，我们区政协就是一

个温暖的大家庭。

文体界委员李雪松：
学有实效，不放空炮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要充分认识自身

的担当和责任：一是要用心为党，在大是

大非面前务必在政治上有一个思维清晰

的头脑，时刻牢记“四个意识”“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行为上要不间断地加强自身
学习，跟紧新时代步伐，不能落伍。二是
要以民为本，答好民生答卷，所提提案坚
持做到以千方百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为政协聚
力、为国谋利、为民尽责。

政协文史撰稿员赵永高：
政协文史成就斐然

我是文史撰稿员，也任过区政协文史
委员会副主任，退休后乃被聘为文史特邀
委员，应该说对京西文史有所了解。门头
沟文史，从开始的《文史资料选刊》到正式
出版《门头沟文史》是个飞跃；从每年一本
《门头沟文史》到间或出版“京西”系列专
集，更是一个探索创新，故曰“京西文史”。
门头沟区政协文史30多年是人民政协70
年的一部分，用我们参与者的话说，这叫“三
十余年，区换新颜；三十余年，成就斐然。”

（图文由区政协提供，其中文章来自“我
与人民政协”主题征文活动，图片来自“我和
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
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门头沟区、涿鹿县、武
川县、察右后旗四地政协书画摄影联展）

我的祖国我的祖国 我的政协我的政协

绘画作者：郝贵君（河北涿鹿县） 绘画作者：石光泽（内蒙古察右后旗） 绘画作者：朱广正（内蒙古武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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