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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带队检查我区“创城”工作

真情拥军二十载真情拥军二十载““双拥双拥””花开艳京西花开艳京西

全国双拥模范城
创建活动检查组来我区考评验收

区政府召开剖析“七有”“五性”
存在问题及整改工作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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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到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
调研招商引资工作情况

全区各单位、镇街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领导，细化责任分
工，压实责任，查缺补漏，用好各方力量加快问题整改，保证整治成果不
反弹，整治成果更稳固，让百姓共享“创城”的成果。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10月26
日至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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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领导分别带队，深入镇街村居、
医院、建筑工地，检查“全国文明城
区”创建工作。

10月26日，张力兵带队实地
到区少年宫、冯村商业街、丽景长
安一期，检查了学雷锋志愿岗值
守、环境卫生、文明实践站（所）运
行、垃圾分类和“创城”宣传工作。

10月27日上午，张力兵带队
实地检查了龙门一区和城子街道
文化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
建设、社区卫生环境等相关工作整
改情况；查看了区中医院学雷锋志
愿岗，挂号、收费窗口情况以及消
防设施配备情况。

张力兵要求，全区各单位、镇街
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领导，
细化责任分工，压实责任，查缺补

漏，用好各方力量加快问题整改，保
证整治成果不反弹，整治成果更稳
固，让百姓共享“创城”的成果。

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金秀
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波参加
检查。

10月26日下午，区委副书记、
区长付兆庚采取“四不两直”的方
式，带队到龙泉镇龙泉务村，实地
检查“创城”迎检工作。

付兆庚详细查看道路两侧夜
景照明、停车秩序、垃圾箱清理、苗
木栽植、公厕卫生等情况。

10月27日，付兆庚带队先后
到棚改安置房C、D地块中国工商
银行绿岛水岸支行、双峪物美大卖
场、大峪街道向阳东里社区，实地
检查“创城”迎检工作落实情况。

付兆庚要求，区相关部门和单
位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落实责任，与

“创城”测评内容对标对表，找问题、
补短板、抓落实。要以“创城”工作
为抓手，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及

时发现、有效整改存在问题，为地区
百姓营造文明有序的社会环境。

10月27日，陈国才带队到军
庄镇政府大街和西杨坨村，实地查
看创城宣传氛围营造、文明实践站
所布置、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等各
方面指标落实情况，听取镇、村干
部关于迎检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

陈国才指出：军庄镇“创城”迎
检工作安排有条理、有思路，要继续
保持；要准确把握“创城”各项工作
指标和要求，着重在垃圾分类、环境
卫生、环境秩序等方面下足力气，要
充分发挥“门头沟热心人”志愿服务
队的作用，以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
活动带动广大群众全员参与迎检。

副区长张翠萍一同调研。
10月26日上午，张冰一行深

入韭园村，就“创城”迎检、村级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管理、退役军人事
务服务站建设以及人居环境提升
改造等工作进行调研。

张冰表示，当前，正值“创城”

迎检的关键时期，大家要持续保持
昂扬向上、敢打必胜的状态，紧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契
机，把“创城”测评志拔头筹作为主
题教育的又一次生动实践；要继续
发扬“讲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
神，以“精精益求精”“万万无一失”
的标准，再接再厉，推动全镇各项
工作再上新台阶。

副区长庆兆珅一同调研。
10月26日，彭利锋带队以“四

不两直”方式查看了东辛房街道石
门营五区和大峪街道龙山一区的
楼道秩序、环境卫生、氛围营造、停
车秩序等整改情况。

彭利锋在讲话中要求：楼道乱
堆乱放等部分未整改到位的指标
要抓紧时间整改，已整改到位的要
常态保持，防止反弹。对社区周边
停车难等一时难以整改的问题，要
做好迎检预案，确保迎检期间整齐
有序。要继续查漏补缺，举一反三，
确保“能拿的分一分都不能丢”。

本报讯（记者 屈媛）10 月 25
日下午，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文
物局支持，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
委员会、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
府主办，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
宣传部、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化和
旅游局承办的第十三届永定河文
化节正式拉开帷幕。副区长庆兆
珅出席活动。

据悉，第四季度，我区将开展
展览、推介会、论坛等多种形式的

文旅活动，弘扬厚重的永定河文
化，打造具有“绿水青山门头沟”
特色的文旅体验。

文艺史诗演出《一河永定》以
快闪《我的祖国》为开篇，连接歌
曲《京西古道》《平西颂》《江河万
古流》，诗朗诵《献给永定河的歌》
等以永定河文化元素为蓝本创作
的原创文艺精品，展现永定河孕
育出的灿烂文化和为首都发展贡
献力量的奉献精神。

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第十三届永定河文化节
中，将推出‘宿说门头沟’的精品
民宿品牌等项目，通过文旅融合
和更多元化的尝试，让地区的文
化有更好的表达，也让我区文化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更好的作
用。”

目前，永定河文化节已经成
为了我区又一张文化名片，今后
我区还将进一步发掘西山—永定
河文化带的历史文化资源，努力
将独具京西特色的文化魅力，传

播到外界，让更多人了解门头沟、
了解永定河。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 日，我区
大型精品红色话剧在北京民族文
化宫、区影剧院上演；10 月 31 日
前，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水景庭
院展厅将展出“山河·家国”西山
永定河文化展；10 月 31 日，我区
将举办御窑官制—琉璃重生文化
论坛；12 月，将“以旱作农业发祥
地、中华农耕文明源”为题，举办
第三届“东胡林人”论坛。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在我们
身边，有这样一名耄耋之年的普通
退休干部，从1998年起，20年如一
日始终拥军初心不改，手工缝制了
近万双鞋垫，全部无偿赠送给了驻
区部队官兵，她就是全国爱国拥军
模范李兆娴，大家都亲切的叫她

“兵妈妈”。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老人家即使在身患癌症
的日子里也从未放下手中的针
线，凭借一双巧手和一针一线，将
缝制好的鞋垫，送到上千名子弟
兵的手中，成为京西家喻户晓的

“拥军”模范。
对于自己的坚持，李兆娴的回

答朴素至极：“能为子弟兵做双鞋
垫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没有
这些子弟兵保家卫国，哪有我们今
天幸福的生活，不能忘了本。”

对于年近八旬的李兆娴老人
来说，做鞋垫并非易事。老人家里
的一个大箱子专门用来装制作鞋
垫的布头，每一块布料都得来不
易。刚开始做鞋垫时，因为没有材

料，她跑遍了周围的裁缝店，花几
元钱买来店里的边角料。但是，即
使这样，材料仍旧不够，所以有时
候，小孩的旧衣服、旧牛仔裤也成
为她的不二选择。渐渐地，儿女们
和左邻右舍都听说李奶奶为子弟
兵送鞋垫的心愿，便隔三差五将不
用的旧衣服送上门来。李兆娴指
着箱子里的布料感叹：我这堆布
料，面料、花纹各不相同，多亏了大
伙儿支援。

老人家里有一台伴随她几十年
的蜜蜂牌缝纫机，就是用这台“老古
董”，李奶奶轧出了一双双精致的鞋
垫。先在七层布片上用圆珠笔画好
脚型，挂上棕线，踩动踏板，伴着缝
纫机有节奏的声音，李兆娴端端正
正地坐在缝纫机前，认真地轧起来，
一工作就是半天。轧好的鞋垫，老
人还要特意穿上红线，一针一线格
外仔细地绣上“平安”二字。

每次收到这些鞋垫，驻地部队
战士都感动不已，他们都说：“李奶
奶做的鞋垫特别合脚，穿着它心里
感觉格外温暖，训练时浑身有着使

不完的劲儿。”李兆娴听到驻地部
队战士的肯定，却说：“礼物虽不
重，却代表了我的一份心意。”

社区里的居民看到李奶奶，也
是纷纷称赞：老太太人特好，听说这
些年为部队官兵做了很多鞋垫，连
癌症也好了，真是好人有好报呀！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
谁能敌。”从抗日战争时期3946名
京西优秀青年纷纷参军保家卫国，
到新时代连续三次蝉联“全国双拥
模范城”，无数门头沟军民休戚与
共，不断把“双拥”工作厚植筋骨血
脉，携手为北京和首都奉献了“一
盆火、一腔血、一桶金、一片绿”，在
一位位李兆娴式的京西红色儿女
身上演绎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
的动人故事。

如今，我区越来越多的党员干
部群众，从拥军妈妈李兆娴手中接
过新时代爱国拥军的接力棒，自发
成立了“李兆娴”爱国拥军志愿服
务队，将一双双写满祝福的鞋垫送
到子弟兵手中，为构建新时代坚如
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培植了深厚

的群众基础。
“李兆娴”爱国拥军志愿服务

队队员都说：“李奶奶的事迹一直
激励着我，作为新时代的老区人，
我们有责任把李奶奶爱国拥军的
无私奉献精神传承好。”

“李兆娴”爱国拥军志愿服务
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去年开始，
老人的身体状况就不如从前了，于
是我们就自发成立了“李兆娴”爱
国拥军志愿服务队，不仅为驻区部
队官兵缝制拥军鞋垫，同时还为行
动不便的李兆娴妈妈提供家政、精
神慰藉等亲情服务。

“李兆娴”爱国拥军志愿服务
队队员们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发挥
社会组织在爱国拥军中的优势，努
力为驻区部队官兵服好务。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
人说：从李兆娴老人20年如一日真
情拥军，到党员干部群众自发成立

“李兆娴”志愿服务队，爱国拥军在
新时代的今天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已经成为绿水青山红色门头沟一
张靓丽的双拥名片。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10月28
日上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马可容带领北京市“ 全国双拥模范
城”创建活动检查组来我区考评验
收。考评验收共分为座谈、查阅档
案和实地检查三个部分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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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主席张冰参加考评验收工作。

座谈会上，张力兵表示，“ 全国
双拥模范城”是对一座城市的全方
位、高难度大考，我们将以此次考评
验收为契机，坚持“红色门头沟”党建
引领“双拥”共建，军地联手继续讲好

“四个一”门头沟故事、弘扬“讲奉献、
争第一”的门头沟精神，以红色基因
激励人、以光荣传统鞭策人，巩固既
有品牌，推出新的亮点，在“双拥”创
建的伟大征途上再创佳绩，让京西革

命老区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马可容指出，门头沟区的“双拥”

工作做到了领导重视、红色引领、特
色鲜明。同时，为义务兵家属上保险
等工作也在全市形成了典型示范效
果。在下一步工作中，希望门头沟区
继续做好“双拥”工作，开展更多具有
门头沟特色的主题活动，引导市民参
与到创建“双拥模范城”工作中来，努
力营造更加浓厚的“双拥”氛围。

会后，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部队军官代表和第三方
公司查阅了我区创建“全国双拥模
范城”档案。市区领导还到斋堂镇
马栏村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驻区
93770部队和雁翅镇田庄村京西山
区中共第一党支部进行实地检查。

区领导金秀斌、李耀光、张翠萍
参加考评验收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倩）10月25日
下午，我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迎检动员会，对“创城”工作进行再
细化、再部署、再动员。区委书记张
力兵，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区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彭利锋参加
会议。

会上，彭利锋通报了我区当前
“创城”迎检工作中存在的重点问题。

张力兵指出，一是要全力以赴、
奋勇争先干，坚决压实责任到位。
全区各单位主要领导要全身心投入
到“创城”迎检工作中，务必做到亲
自上阵、现场办公，带头开展“地毯
式”排查，现场发现问题、现场交办
调度、现场推动整改，确保各项工作
做细、做实、做到位。二是要精益求
精、争分夺秒干，迅速整改问题到
位。各单位要针对所通报的问题和
自查自纠排查出来的问题，迅速整
改、全面覆盖、不留死角。各属地镇

街要督促沿街商户和单位落实好
“门前三包”责任制，引导非机动车
有序停放。三是要再掀高潮、广泛
动员干，全力营造氛围到位。各单
位党员领导干部要示范带头，严格
落实区创城办部署，定岗、定人、定
责，以干净整洁、和谐有序的城乡环
境迎接测评。

张力兵强调，全区上下要拿出
一往无前的气势、争分夺秒的干劲，
全力以赴做好各项迎检准备工作，
以优异的测评成绩实现“冲刺夺魁、
勇争第一”的目标。

区领导张永、陆晓光、闫中、王
建华、金秀斌、李耀光、赵北亭、张翠
萍、王涛及“创城”八个专项工作组
牵头单位主要领导、部分重点单位
主要领导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其
他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各镇街党政
主要领导及班子成员在分会场参
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10月26
日下午，区政府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召开剖析“七有”

“五性”存在问题及整改工作专题
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出席
会议。

会上，区卫健委、残联、民政局
等部门结合我区2018年及2019年
前三季度“七有”“五性”监测评价具
体情况，剖析问题原因并提出整改
措施。区统计局、教委、文旅局等部
门分别汇报了我区“七有”“五性”监
测评价指标落实情况。

付兆庚指出，全区上下要提高
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充分认识做好“七有”
“五性”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紧
紧围绕“七有”要求做好民生工作，
在满足“五性”需求上狠下功夫，切
实解决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让百姓生活更幸福。要将

“七有”“五性”工作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紧密结合，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要坚持问题导
向，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补齐基础配套
短板，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增强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区领导陆晓光、赵北亭、王涛、
庆兆珅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10月26
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带
队，到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调研招
商引资工作情况。

付兆庚一行首先到他山科技公
司，实地查看了实验室并听取了工
作汇报。随后，召开招商引资工作
座谈会。

会上，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相
关负责人相继汇报了园区整体情况
及四季度工作安排、2019年招商工
作进展情况和四季度工作计划。

付兆庚对园区在前三季度工作
中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说，在下
一步工作中，园区及区相关部门要

用心、用情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深度
对接企业，用足、用好市级相关政
策，并根据企业需求，进一步完善区
级相关政策，吸引“高精尖”企业落
户我区。要继续优化营商环境，着
力在营造企业发展环境上下功夫，
竭诚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和各项服
务，以优质、精准的服务留住企业、
留住人才。要积极主动与企业对
接，将园区内闲置资产再次盘活，在
完成今年各项指标任务的同时，提
前谋划好明年工作，确保各项工作
顺利开展。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陆晓光
参加调研。

我区召开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迎检动员会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我区
召开迎接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工作
部署会暨第四季度污染防治工作推
进会，部署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迎
检工作及第四季度污染防治重点工
作任务。副区长张翠萍出席会议并
讲话。

据了解，今年前三季度，我区

PM2.5平均浓度为36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21.7％，全市排名第3，累计
达标天数176天，空气重污染3天。

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梳理
核查各项整改工作任务、整改点位
和群众信访举报的办理，对标对表，
逐项核查，做到“定项、定点、定线、
定时、落责到人”。

我区召开迎接第二轮
中央环保督察工作部署会

暨第四季度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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