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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薛楠）为落实
迎国庆环境卫生大扫除工作要求，
切实打造优质人居环境，日前，区环
卫中心以“全方位、全覆盖、无盲区、
无死角”为标准，周密部署，稳步落
实，全力开启五项措施，确保“国庆”
未到，保障先到工作。

加强道路作业保洁力度。从9
月20日起，在日常作业基础上，城
区主次干道、过街天桥、安全护栏、
果皮箱的保洁作业每日增加1次，
及时维修、更换破损设施，发挥人机

结合作业优势，各类机械化作业设
备全部上路，每天分时段对人流量
较大区域、重要景区沿线及周边进
行巡回清扫、降尘、洗地保洁，人工
作业着重清理背街小巷，确保不留
死角、不留盲点。

强化垃圾清转运工作制度。严
守“三专一分开一固定”工作机制，
紧盯分类垃圾清、转运作业流程，加
强清理管辖范围内每一处垃圾站
点，确保上路车辆干净、清洁无遗
撒。国庆期间，区环卫中心合理调

整作业时间，各作业班组提前上岗，
确保生活垃圾日常日清的同时，避
免机械化作业造成道路拥堵。

提高公厕保洁管理标准。持续
落实“厕所革命”工作要求，特别是
在重大节日期间，从点到面做好全
部公厕的清理保洁、消菌杀毒，灭蚊
除臭等各类工作，做到随脏随清，人
走厕净，推进公厕保洁管理标准再
提升。

做好各厂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工
作。要求各单位在9月21日前，做

好厂区及“门前三包”责任范围内环
境清理工作，检查用火、用电设施，
消防器材储备到位，确保国庆期间
环境清洁无安全事故。

提升突发事件处理能力。针对
可能出现的暴雨抢险、道路遗撒等
突发情况，组建60人的应急储备队
伍，由区环卫中心国庆期间环境保
障领导小组集中调度，遇有突发事
件，紧急出动，确保提升潜在风险控
制能力，全力为广大市民打造干净、
清洁、舒适的节日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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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做好国庆期间环境保障工作全力做好国庆期间环境保障工作

潭柘寺镇
开展不忘初心颂党恩
舞动太平迎国庆活动

所谓衣食住行，住宿是人们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消费，如
今人们外出旅游、工作大都会选
择酒店作为解决住宿问题的一种
方式，而酒店消费有不少服务形
式，一些酒店推出了预付卡消费
的方式，但在方便快捷及价格优
惠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消费隐
患。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在此提醒广大消费
者，出行时要谨慎选择酒店住宿
预付卡消费。
预定酒店时应查看证照是否齐全

在选择酒店消费时，应注意
查看酒店的营业执照等相关资
质，选择证照齐全、市场信誉度

高、经营状况好的酒店进行消费，
还应通过酒店官网等仔细查阅酒
店评价、酒店设施等信息，必要时
与商家进行电话沟通，咨询关于
发票开具、住宿条件、提供服务
等详细情况，了解确认后再选择
预订，以便预订及入住得到权益
保障。
应谨慎办理酒店消费预付卡

近年来，在一些预付卡消费
中出现了发卡商家收款后“人去
楼空”、经营者变更后拒绝持卡人
继续消费、发生服务纠纷拒绝退
卡或退费、商家单方设定“霸王条
款”等问题，因此，消费者要慎重
选择酒店预付卡消费方式，确需

办理预付卡时则应注意，一是要
衡量实际所需，不要因为酒店“忽
悠”或因贪图高额优惠折扣而冲
动消费，忽视潜在的风险；二是预
付前详细了解其预付卡使用范
围、有效期限、服务项目、优惠幅
度、退款条件等内容，做到明明白
白消费，减少事后纠纷；三是办卡
时双方应签订合理的书面合同；
四是要理性充值，尽量避免一次
性预存大笔金额，以免出现问题
时导致较大财产损失。
办卡后应关注自身权益相关情况

一是注意留存合同、付款收
据和酒店宣传资料，便于日后维
权；二是注意留存收据、发票、交

易记录等证据，定期核对消费记
录和金额，尤其是核对一些金额
大、时效长的预付卡金额，以防卡
内余额“不明”缺失；四是办卡后
应关注商家经营状况，及时了解
可能发生的变化，同时也要避免
长时间不消费。
遇到预付卡纠纷要勇于主动维权

消费者遇到不兑现承诺的
商家时，应保留好相关证据，及
时拨打 12315 或到相关部门投
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
遭遇商家恶意卷款跑路、涉嫌经
济诈骗等问题，应及时拨打 110
报警。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消费提示住宿篇：慎重选择酒店预付卡消费

本报讯（记者 耿伟）近日，潭
柘寺镇举办“不忘初心颂党恩，
舞动太平迎国庆”千人太平鼓展
演活动。来自全镇12个村的千
余名百姓，齐声敲响太平鼓，鼓
声隆隆，喜气洋洋，用实际行动，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京西太平鼓作为我区传统的
民间舞蹈，2006年被列为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
区百姓欢庆节日，表达祝福的一项
文化活动。

潭柘寺镇的太平鼓演员们
在赵家台生态公园、潭柘新区、
定都阁景区和潭柘寺景区等极
具代表性的地点，齐声敲响太平
鼓。阵阵清脆欢快的鼓声，展现

着地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表
达潭柘人民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潭柘寺镇镇长李岿然表示，
太平鼓是潭柘寺镇极具文化特
色的群众活动，值此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我们希望通过这种
集中展演的方式，展现潭柘寺地
区群众的精神面貌，同时祝福我
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今后，潭柘寺镇将把京西太
平鼓这一特色品牌与文化传承
紧密结合、与民俗发展紧密结
合、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紧密结合，通过弘扬地区
特色文化，留住“乡土味道”、激
活旅游产业、服务基层群众，不
断增强群众的文化自信。

我区举办离退休干部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演出

本报讯（记者 李倩）近日，由
区委组织部、区委老干部局主办
的离退休干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文艺演出在区影剧院成
功举办。14个节目共同礼赞新
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
就，倾诉广大离退休干部对伟大
祖国的无比热爱和对党的深厚
感情，表达了他们退而不休、对
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
正能量的决心。

文艺演出在舞蹈《走进新时
代》中拉开序幕。老干部们以舞
蹈、合唱、独唱、器乐演奏、诗朗
诵、群口快板等不同的艺术形式
表达了自己对党和国家的热爱

和崇敬，讴歌了家乡的发展变
化。演出在大合唱《走向复兴》
《歌唱祖国》中落下帷幕。整场
演出节奏紧凑、大气流畅，现场
气氛热烈，观众掌声不断，既赞
颂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取得
的光辉成就，又展现了新时代老
干部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
引导全区广大离退休干部凝聚
释放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

广大离退休干部纷纷表示，
要把对祖国、对党的热爱之情转
化为实际行动，发挥自身优势，
为我区发展建设增添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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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上下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人民政协迎来了70华诞。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为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
时期。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
务艰巨，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各方面智
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

总书记强调，在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
主轴，把服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
工作主线，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
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
凝聚共识，担负起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
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
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作出贡献。

民革门头沟区支部：

永远不忘合作初心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

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和全体中国人

民的共同选择，也是民革做出的庄严

承诺。民革门头沟区支部将一如既

往，继承和发扬优良政治传统，永远不

忘合作初心，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

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做中国共

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作为政协参加单位，依

托政协平台，履行好参政党职能，用新

担当、新作为、新业绩，谱写多党合作

事业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出新贡献。

民盟门头沟区工委：

切实做好“八自”建设
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自身不断发

展进步，民盟要在今后的履职中做到：

自强、自醒、自智、自爱、自律、自动、自

新、自修。自强，就是要提升自己；自

醒，就是要清醒头脑，紧跟中国共产党

不动摇；自智，就是要充实提高自身各

方面知识；自爱，就是忠诚于自己的组

织；自律，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在法律和

规则中行事；自动，就是要主动履行参

政党职能，做好本职工作；自新，就是要

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提高自身参政议

政的能力和效果；自修，就是加强自身

修养，增强自身素质。

民建门头沟区工委、区工商联：

在政协平台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一是加强理论学习，凝聚政治共

识，把民建会员和工商联会员紧密团结

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二是提高政治站

位，做好桥梁助手，引领我区经济界人

士健康成长，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激

发潜力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三是紧紧

围绕我区“六城联创”工作，以“红色门

头沟”党建为引领，弘扬“四个一”的光

荣传统，带领民建和工商联广大会员，

践行“讲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神，

坚持“创首善，争一流”的工作状态，把

民建和工商联打造成党组织放心、会员

信任、社会认可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

体，率领经济界人士积极投入到我区的

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中，为现代化新区

的建设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民进门头沟区工委：

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
为人民服务

新时代，民进组织作为参政党，作

为政协参加单位，首要的是要增强政党

意识，提高政治站位，牢记民进先贤“立

会为公”初心，弘扬民进组织“爱国、民

主、团结、求实”的优良传统，坚持“为执

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的

工作总原则，引导汇聚正能量，凝聚思

想共识，努力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

使命和光荣职责。在人民政协的舞台

上积极履职，把建言资政、民主协商作

为党派的核心工作，不断激发民进会员

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不断提高履职

能力和水平。

农工党门头沟区工委：

在新时代担当新使命、展现新气
象、实现新作为

行动是最好的传承，我们要以实际

行动，在新时代担当新使命、展现新气

象、实现新作为。要着力加强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和能力建设，坚持中国共

产党领导，坚持理论学习和形势教育，

深入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

进”主题教育活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市委和区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上

来；要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

在政协履职平台上积极组织农工党员

参加社会调研、反映社情民意、开展社

会服务，切实履行各项职能，为打造“绿

水青山门头沟”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致公党门头沟区支部：

致力为公，履行好参政党职责
在政协平台上，支部将按照“不忘

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要
求，带领支部全体党员按照“新时代多
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
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
新面貌”“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
手、好同事”的总要求，发挥致公党“侨”

“海”特色和优势，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开展
系列主题教育活动，更加自觉地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肝胆相照，风雨同舟，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智慧和力量。

九三学社门头沟区支社：

做中共门头沟区委的好参谋、
好帮手、好同事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共同致力于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九三

学社初心所在，是一代代九三学社社员

勠力同心、接续奋斗的力量源泉。九三

学社门头沟区支社要从九三学社前辈

先贤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力量，从调查研

究、建言献策等参政党职能中践行初

心，努力提升自身能力，充分汇聚九三

中央和市委优质资源，不断深化“8+1”

行动，力争做好中共门头沟区委的好参

谋、好帮手、好同事，为把门头沟的事办

好贡献力量。

（图文由区政协提供，其中文章来
自区政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
民政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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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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