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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媛）11月6日
上午，十二届区委召开第九轮巡察
工作动员部署会。区委书记张力
兵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区监委主任闫中部署十二届区委
第九轮巡察工作安排；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王建华宣布十二届区
委第九轮巡察授权任命及任务分
工决定。

据了解，巡察组将对区科技和
信息化局、区科学技术协会、区委
老干部局、区体育局、区总工会 、
区应急管理局6家单位党组织开
展常规巡察,对城子街道、东辛房
街道、大峪街道、龙泉镇所辖共87
个村、居党组织开展延伸巡察。总
体工作时间为2019年 11月初至
2020年3月,分为前期筹备、巡察进
驻、汇报移交和反馈整改四个阶段。

张力兵就开展好本轮巡察工

作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坚决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推进主
题教育为抓手，强运用、建制度、保
成效。巡察组要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查找我区在
理论武装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担当作为、服务、联系群众等四方
面存在的差距，将被巡察党组织主
题教育整改落实情况纳入监督检
查重点，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
强巡察成果运用，做到正视问题不
回避、举一反三找差距、真改实改
抓落实，把制度的笼子扎紧扎实，
逐步建立不能腐的长效机制，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二要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强
化巡察监督为核心，集力量、促贯
通、提质量，要贯彻中央市委要求，
紧盯群众需求不放松，提高政治站
位，将“利剑”直插基层，打通全面
从严治党“最后一延米”。要贯彻

落实区委部署，紧盯重点领域再深
化，要紧盯规自领域专项巡察发现
的“违建拆后重建、集装箱等新型
违建、农村合同管理不规范”等问
题，紧盯低收入帮扶、扫黑除恶、农
地非农化等重点领域，紧盯市委书
记蔡奇反复强调的“接诉即办”等
重点工作，紧盯村居巡察要求，深
入基层、不打招呼、不定路线，做到
民意真、问题实，确保把存在的问
题和群众的心声如实反映给区
委。要落实一体推进要求，紧盯凝
心聚力谱新篇，自觉推动巡察监督
与纪律 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
一体推进，相互贯通、协调衔接、深
度融合，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要持续推进队伍建设，以打
造京西铁军为重点，聚力量、促发
展，巡察组要结合区委“二十字”干
部队伍建设原则，坚持严管和厚爱

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做到“三个
区分开来”，保护广大基层干部干
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要持续
规范打造巡察铁军，强队伍、作保
障，各巡察组要善于吸收借鉴，不
断强纪律练本领，增强从政治上发
现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当好区委的

“千里眼”“顺风耳”，按照首善标
准，学先进、树典型、立标杆，打造
纪律严、定力强、素质高，能“走得
出去”的门头沟巡察铁军。要凝心
聚力谋划稳定发展，争首善、作保
障，巡察组和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将
区委的要求真正落实到位，加强理
论武装，扛牢主体责任，树牢首善
标准，站稳群众立场，扎实开展主
题教育，把“红色门头沟”党建的传
承、“四个一”历史奉献的荣耀、“讲
奉献、争第一”门头沟精神的激励，
学深、悟透、用活，为推动绿色发展
做贡献、作表率。

十二届区委召开第九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十二届区委召开第九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
本报讯（记者 李倩）11月6日

上午，我区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
区委书记张力兵，市委第四巡回指导
组副组长田强，区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彭利锋等市区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区委宣传部、区委组织部
等6家总牵头单位汇报了《全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中，十大项任务推进情
况。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建华传
达了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

张力兵指出，开展专项整治工
作是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重要抓手，形势严
峻，任务艰巨，全区各相关单位要以
更加充足的干劲、更加扎实的作风
和更加坚决的态度进一步抓好整治
工作落实。

张力兵强调，一是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专项整治工
作。各相关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紧迫感和使命感，从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市委决策部署上
来。二是要进一步把握工作重点，
狠抓各项整治任务落实。各单位要
坚持统筹兼顾，把解决当前问题与
解决长远问题统筹起来，做到两手
抓、两促进，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
将作风建设贯穿专项整治始终，切
实把专项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推动
绿水青山建设的成果，推动我区各
项事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全面提
高。三是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
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全区上下
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决扛
起政治责任，以坚强的党性做到善
始善终、善作善成。各相关单位、部
门要充分发挥好各自职能作用，紧
密对接、高效配合，进一步形成强大
合力，确保各项既定目标任务圆满
完成，以专项整治的实际成果彰显
主题教育实效，以“讲奉献、争第一”
的门头沟精神完成好主题教育当中
专项整治的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
坚守初心、担当使命。

区领导闫中、金秀斌参加会议。

我区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11月 5
日，区政协主席张冰带队到区发改
委调研。

在听取区发改委今年来的工作
汇报，与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后，张冰
表示，区发改委是重要的政府职能
部门，多年来在地区经济发展建设

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在
今后的工作中，区发改委要进一步
强化协商意识，积极调研，多听取人
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区政协也会继
续高度重视地方经济发展建设，为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区政协副主席高连发参加调研。

强化协商意识 共谋社会发展
区政协领导到区发改委调研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11月4
日，我区召开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
设及“双拥”工作专题会。区委常
委、武装部部长李耀光，副区长张翠
萍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各镇街要强化退
役军人政治思想引领，强化精准
化服务，建立好服务项目、内容、

标准清单，要突出面对面、个性
化、一对一服务，做好联络接待等
具体事务。要突出特色，高起点，
高质量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
设，建立健全退役军人台账，力争
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打造成感情
联络纽带、信息沟通渠道、帮扶援
助平台。

我区召开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设
及“双拥”工作专题会

本报讯（记者 耿伟）秋染京城，京西潭柘寺迎来了每年最
美的时节，在毗卢阁殿前，1400年的“帝王树”与“配王树”叶子
逐渐变黄，金光灿灿如身披金甲，静候游客的到来。

一名特意来这里拍照的摄影爱好者告诉记者，帝王树非常
知名，我和朋友每年都到这儿来拍这帝王树，虽然是秋天了，但
是给我们一种特别暖的感觉，很美丽、很漂亮。

据了解，“帝王树”是潭柘寺最有名的一棵古树，其粗壮挺
拔的主干周长达9米，树冠高度超过30米。满树金黄的树叶，
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与寺内的红墙青瓦相得益彰，尽显
古刹神韵。秋风掠过，叶落满地，如同笔墨丹青，令人流连忘
返。

目前，银杏已经进入最佳观赏期，与此同时，寺内的其他彩
叶树木也在雄伟殿宇的映衬下变得如诗如画，游客们人行古刹
间，如在画中游，尽情领略着京西独有的秋日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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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屈媛）秋冬时节，
天干物燥，是森林火灾的高发
期。全区各镇街、有林单位目前
都已进入森林防火一级战备状
态，各地管护员已全部上岗到位。

11月1日我区正式进入森林
防火期，各镇街、有林单位已经做
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制定了相应
的工作方案，完善森林防火应急
预案，层层签订责任书，将责任层
层传导，落实到人头、地块，强化
各项森林防火措施。逐步开展防
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
设、火灾隐患排查等工作。各镇
街、有林单位森林防火巡查队，加
强林区巡查，全区生态林管护员、
护林员全部上岗到位，按照管护
范围强化火源管控。

区园林绿化局坚持“绿色发

展、生态富民、弘扬文化、文明首
善、团结稳定”的区域发展总原
则，全力做好森林防火工作，为建
设首都西部绿色屏障提供保障。

同时，各镇街、有林单位结合
11月份森林防火宣传月，充分利
用各种媒体，通过电视、报纸、网
络宣传、组织大型宣传活动等多
种形式，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活动，
有效提高了人民群众自觉防火的
意识，形成良好的防火氛围。

妙峰山镇积极做好冬季森林
防火工作，采用广播、微信工作群
以及开展各类防火宣传活动，并
在交通要道、主要路口使用语音
提示器宣传防火安全; 加大对游
客的教育引导，严禁携带火种。
镇、村召开森林防火工作会，签订
防火责任书 17 份，强化装备建

设，清点扑火救灾物资，保养和维
修扑火装备，购置 2号灭火工具
1000 把、自动升降户外发电灯 1
台和户外扩音器20个，新增8个
森林防火语音提示器8个。还将
严格落实“河长制”“街巷长制”，
加大巡查力度；17个村全面实施

“山长制”，村级巡山员498人，定
岗定责并在重点沟口、路口由专
人盯守，做好巡山防火工作。

当前，各镇街进一步加强半
专业扑火队的培训工作，配备必
要的扑火工具，提高应急处置能
力。加强林区管理，严格审批和
管理林区、林地内施工作业等生
产用火，对农事用火和进山旅游
人员用火等情况采取有效管控
措施，强化野外用火管控。充分
发挥生态护林员、防火检查站的

作用，做到群防群治。加强与河
北省相邻地区、与中央、市属有
林单位联防工作，签订联防协议
书，在指挥、通讯、保障、扑救等
方面强化联防工作，做到各尽其
责，各尽其力，通力配合，整体联
动。一旦发生火情必须第一时
间上报，坚持“有火必报、报扑同
步”的原则。

记者了解到，区属专业森林
消防队在强化集训的基础上，加
强日常训练，尤其是避险技能、
扑救技能的培训，定期组织应急
演练和拉动训练，做到24小时应
急备勤，一旦发生火情，要及时
出动，30 分钟赶到现场，确保
2020 年度森林防火期森林资源
安全，为我区建设首都西部生态
屏障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屈媛）11月7日
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到我
区黑山供热厂、石门营供热厂、华油
燃气调压站、桃园社区、小园3A地
块社区等地，检查试供暖工作。

付兆庚指出，燃气公司要保障
供应，提前做好应急预案，确保安全
生产。要按时按点进行点火工作，
不定期到居民家中测量室内温度，
保障温度达标，同时要做好供暖相
关宣传工作，及时向市民公布供暖
报修电话，服务百姓需求。应急抢
修人员、设备要全部到位，及时应对
特殊情况的发生。

付兆庚要求，各相关单位要高

度重视冬季供暖工作，真正做到把
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确保百姓温
暖过冬。各社区要与供热单位进行
密切配合，遇到问题要第一时间联
系供热单位，社区干部要定期到住
户家中走访，针对社区居民提出的
关于供暖的问题，做到诉前解决。

据了解，北京热力集团门头沟分
公司供热面积共1200万平方米，一
次管网长98.84公里，锅炉房30座，
热力站156座，现已全部投入运行。

11月7日至14日期间，我区今
冬供暖点火试运行，市民要密切关
注家中供热设施状况，若出现跑水
漏水等情况，要及时报修。

我区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我区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巡察成果运用，做到正视问题不回避、举一
反三找差距、真改实改抓落实，把制度的笼子扎紧扎实，逐步建立不能腐的
长效机制，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服务百姓需求 保障温度达标
区领导实地检查试供暖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杨铮）11月7日
上午，为期三天的“2019北京公益
慈善汇展”活动在全国农业展览馆
正式开幕。据介绍，此次参与的机
构和人数创新高，截至目前，已有超
过3000家社会组织直接或间接参
与相关活动。本届汇展围绕“社会
公益、汇聚力量，有你有我、共建共
享”主题，分为“展”“洽”“品”“论”4
大内容板块，有现场展览展示、互动
交流、观摩体验、资源对接、主题论
坛等环节。

其中，我区慈善协会展出了近

年来慈善进校园、进军营和对口扶
贫协作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现场发
放印制我区慈善特色的手册、书包
等宣传品近千份。

活动不仅展现出了慈善公益的
风采，还加强了机构之间的联系和
交流，在学习先进慈善理念和做法
的同时，为推进本地区慈善事业的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次汇展从11月 7日开始免
费开放三天，每天9时—16时，市民
可前往现场参观，零距离感受公益
慈善的新模式、新方法。

我区慈善协会参展
“2019年北京公益慈善汇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