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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宣传伴您行 全民“创城”齐行动
——致市民朋友们的一封信

门头沟区的市民朋友们：
您们好！
当前，我区以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为牵引，统筹推进“六城”联
创工作，以“红色门头沟”党建为
引领，擦亮“绿水青山门头沟”城
市品牌，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城市的发展需要法治保障，
法治让城市更文明。今年以来，
我们积极推进地区法治建设，市
民法治素养不断提升、地区法治
环境不断优化，积极助力全国文
明城区创建工作。

近期，我们将迎来首都文明
办的测评检查，届时将会随机抽
查部分市民开展问卷调查，问卷
调查涉及法治宣传教育等方方面
面，恳请您在接受问卷调查时以

积极的态度作答。
提起“法治宣传教育”，也许

您不太熟悉，但如果说“普法”，我
想您不会陌生，其实它俩是一回
事儿。“法治宣传教育”是为了普
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意识、培育
法治信仰而开展，通俗而言就是

“普法”，直白理解就是让大家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

大家知道，法律是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它涉
及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
此，按照“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
任制的要求，除了公安局、检察
院、法院、司法局等政法机关组
织开展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外，
纪检监察、税务、城管、妇联等全
区各部门，都会结合自身职能开
展普法工作，并会在 3·8妇女节、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4·15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6·1儿童节、
6·26禁毒日、重阳节、119消防日、
12·4国家宪法日等重要节点高密
度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此外，法治宣传教育的形式
也是丰富多彩的。比如，听法治
讲座、领宣传资料、看法治文艺演
出、接受律师法律咨询、到法院旁
听庭审、参加反恐演习、消防演
练、观看社区村法治宣传橱窗内
的法治挂图、扫码关注普法微信
二维码等等，都算参加过法治宣
传教育活动。

“创城”在行动，法治伴我
行！希望我们彰显“讲奉献 争第
一”的门头沟精神，发扬老区人
民讲政治、顾大局、勇奉献的光
荣传统，以高度的主人翁意识参

与到创建中来，让文明守法的理
念融入我们的血液、植入我们的
心田、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中，不
断激发“我要创”“全民创”的热
情。相信今天我们为法治“创
城”而努力，明天我们必为荣膺
全国文明城区而自豪！

门头沟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
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

门头沟区司法局
“门头沟普法”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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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办 经 济 特 区
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新装锅炉供暖前保障工作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1979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创办

经济特区的决策。以创办经济特区

为标志，中国的对外开放迈出了重

要步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创办

经济特区的设想逐步形成。1979

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广

东省委负责人在向中央领导同志作

汇报时，建议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允

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

重要侨乡汕头市开办出口加工区。

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

视。邓小平在与广东省委负责同志

谈话时表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

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

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

条血路来。

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

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

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省委关于在对

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

措施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

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予更多的自主

权。同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

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

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特区。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

要》。“出口特区”被正式改名为“经

济特区”。同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在深

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这标志着中国的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了。

1984年1月24日

至 2月 15日，邓小平

先后视察了深圳、珠

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对特区建设

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分别为

三个经济特区欣然挥笔题词。

经济特区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巨

大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坚定决心，同时也为逐步扩大

对外开放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

了丰富的经验。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天气转冷，为保障区内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日前，区市场监
管局开展新装锅炉供暖前保障
工作，对永定镇翡翠长安小区新
装锅炉进行了供暖前保障检验。

翡翠长安小区采取独立供
暖方式，未纳入我区热力集团管
网覆盖范围。对于这种单独供
暖的小区，区市场监管局监管人

员特别重视，现场对锅炉保养情
况进行了仔细查验，并打开人
孔、手孔、前、后烟室进行内部检
验。

经检查，小区锅炉房内4台
热水锅炉保养状况良好，符合安
全运行条件，确保供暖时能够及
时启动，给小区居民带来温暖。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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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媛）10月15

日上午，区政协举办委员学习报

告厅暨“创城”工作情况通报

会。区政协主席张冰出席会议。

会上，区创城办就我区为什

么要争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究竟要干什么、我们

怎样推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

作等方面进行深入讲解，使广大

政协委员进一步理解“创城”工

作的重要性。

会议号召广大政协委员和

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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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

转化为创新政协工作的科学思

路和凝聚共识的有效举措，推动

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创新发展。

区政协副主席冯飞、高连发

参加学习。

区政协调研山区医疗卫生机构
建设和分级医疗落实情况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10月

11日上午，区政协主席张冰带
队，就“加强山区医疗卫生机构建
设”和“落实分级医疗，做实家庭
医生签约工作”到北京京煤集团
总医院门矿医院调研。

张冰强调，区各相关部门要
提高政治站位，以人民为中心，健
全山区医疗体制，继续深化医疗
改革，优化各项流程。要加强与
优质资源的对接，引进优质人才，
整合资源，全面提高我区医疗机
构诊疗护理水平。区政协要加强
界别建设，倾听百姓建议，充分发

挥委员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
用，积极建言献策。

据了解，目前，我区共有医疗
卫生机构257个，其中三级医院
1个，二级医院4个,一级医院9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35个，专
业公共卫生机构3个，其他机构5
个。今年1-9月我区二级及以上
医疗机构门急诊总诊疗180.5万
人次，同比上升5.58%，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门急诊总诊疗57.5万
人次，同比上升10.03%。

区政协副主席高连发参加调
研。

区政协举办委员学习报告厅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龙泉镇 98.6 1

永定镇 98.2 2

城子街道 97.9 3

东辛房街道 97.2 4

军庄镇 96.8 5

大峪街道 96.1 6

潭柘寺镇 95.4 7

其他地区

王平镇 98.6 1

斋堂镇 98.2 2

妙峰山镇 97.2 3

大台街道 96.8 4

雁翅镇 95.8 5

清水镇 95.4 6

细雨蒙蒙徒步大会清水站开走
本报讯（记者 屈媛）10 月 13

日，伴随着蒙蒙细雨，华远杯第十届

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清水站活动

正式拉开帷幕。3000余名国内外

徒步爱好者相约在门头沟百花山，

信步百花深处，尽享金秋美景。

由于地处北京之巅，加上西高

东低的地理特点和种类丰富的森林

植被，门头沟的红叶不仅红得最早，

也红的最久。自9月下旬到11月上

中旬，由深山到浅山的彩叶山林逐

渐被秋霜韵染上美丽的色彩。

记者了解到，路线全长 15 公

里，全程难易程度为中高等，海拔最

高1203米，最低642米。徒步大会

采取随到随走的方式，由松苑小筑

出发，途径景观松、黄土岗、黄安坨

牌楼、山菇养殖基地，最终到达百花

山停车场。

百花山风景独特、气候宜人，在

方圆2000亩的百花草甸上，植物茂

盛，山花遍野，有华北天然植物园之

称。15公里的线路设置带徒步者

穿越漫山红韵的黄安坨，直达有华

北天然植物园之称的百花山林场，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天高云淡雾蒙

蒙，花红叶红山更红，不同海拔的山

杨林、落叶松林、灌木林、白桦林等

交错而生，金秋十月，林木褪去翠

绿,远山近坡上，鲜红、粉

红、猩红、桃红，层次分

明，似红霞缭绕，情趣盎

然。徒步百花山，置身于

万山红遍的壮美景色之

中，沿途饱览如诗如画的

红韵，体味一场身心俱畅、

醉美金秋的徒步盛宴。

来自海淀区的赵先

生说：“我是第一次参加

徒步大会，虽然今天有点

小雨，雾也比较大，但是

门头沟的环境还是比较

好，山上的红叶也红了很

多，层林尽染很漂亮，我

打算把这15公里走完，

如果再有机会的话，以后

肯定还会再继续参加。”

在享受运动快乐和

自然风光之外，赛场还有

丰富多彩的活动等待徒

步者参与。冠名赞助本

次活动的华远集团在会

场及沿途准备了多样合影板、幸运

大转盘等一系列创意活动，丰富了

赛事活动，使广大参赛者在享受徒

步乐趣之外也能一展风采。

在现场，徒步爱好者们可通过

手机微信公众号进行计时，关注官

方公众号“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

会”，可实时查看自己的行进时间，

徒步结束查看电子证书即会一键生

成带有自己名字、参赛号及成绩的

电子完赛证书。大会还设计了“徒

步护照”，凡购买徒步护照的徒步者

在完赛后可以盖上大会精心设计的

印章，为参与本次徒步大会留下美

好印记。参加往届徒步大会的参赛

者可凭以往历届徒步大会的完赛证

书、纪念章、服装、号码布等，加盖当

次徒步大会印章。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PM2.5PM2.5PM2.5PM2.5浓度浓度浓度浓度 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 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

城子街道 23 1 98

大峪街道 22 2 147

东辛房街道 22 2 147

永定镇 21 4 204

龙泉镇 19 5 266

潭柘寺镇 19 5 266

军庄镇 17 7 298

大台街道 16 8 309

王平镇 16 8 309

雁翅镇 15 10 318

妙峰山镇 15 10 318

清水镇 13 12 327

斋堂镇 13 12 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