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区门城湖被评定为我区门城湖被评定为
““20192019年度北京市优美河湖年度北京市优美河湖””

本报讯（记者 李倩）永定河，出西山，碧
水环绕北京湾。近日，记者从区水务局了解
到，门城湖被评定为“2019 年度北京市优美
河湖”。这也是继2017年，龙泉湾被评为“北
京市优美河湖”后，我区的第二处“北京市优
美河湖”。

记者了解到，门城湖自 2010 年建成以
来，水面面积达到 70万平方米，绿化总面积
达到近 100万平方米，形成了集人文、娱乐、
生态功能为一体的滨水生态空间。区水务
局按照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项目要求，实
施了水利景观提升工程，通过溪流串联湖泊
和湿地，恢复生态多样性，改善河道景观，实
现对永定河河道的生态治理，为地区百姓提
供了融入自然、享受自然的舒适环境。

“为充分发挥门城湖景观的最大效益，
区河湖景观管护中心积极实行先进的管理
理念。我们通过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
式引入了有能力、有经验的专业化公司进行
日常管理。”区河湖景观管护中心相关负责
人矫威说，“我们还制定了管护标准和一系
列的考核制度，实现了分级落实、统一管理、
管养分离、维养专业化的河湖管护长效机
制，更好地管护、保护门城湖，融古今文化于
一体，诠人水和谐之要义。”

近年来，北京市启动优美河湖评定，以
评促建、以评促保，推动了北京河湖治理保
护工作持续改善，大小河流水质不断升级，
水环境越变越好。矫威告诉记者，“今后，区
河湖景观管护中心将按照‘五无、四净、水
清、岸绿’的工作要求，继续加强精细化管
理，提升河湖水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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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
和空气，须臾不能缺少。”“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在基
层走访调研听到的一个热度很高
的话题，就是优化营商环境。企业
无论大小、商户无论远近，都期望
有良好的营商环境，让自己轻装上
阵、加速前行。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10月 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条
例”围绕市场主体需求，聚焦转变
政府职能，将近年来“放管服”改革
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
规，并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确立对
内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
同仁的营商环境基本制度规范，以
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
业提供制度保障。这一举措，既彰
显了党和国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的决心，也顺应了市场主体期
待，赢得了广泛点赞。

近年来，全区优化营商环境的
成绩有目共睹。在奋勇打造“红色
门头沟”党建品牌和“绿水青山门头
沟”城市品牌，全力争当生态文明建
设首都样板的大局下，全区硬件条
件不断改进，重点工程顺利推进，长
安街西延线已经通车，新城大街南
段等 6条道路同时开通，城乡基础
设施承载力不断提升。软件配套不
断升级，优化营商环境“9+N”政策
2.0 版得到落实，区级领导包企联
络、重点企业“早餐会”等机制得到
巩固，一企一策“服务包”得到完善，
7个区级政务大厅全部实现“一窗
受理”，镇街130项政务事项全部实
现无差别化“一窗通办”。协作发展
不断深入，加强了与西城、石景山、
首钢等地区和单位的协作，“特色产

品走进西城”等活动有序举办，“服
务新首钢行动计划”加紧落实，全区
发展环境得到了持续优化。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优化营
商环境的改革依然在路上，全区营
商环境还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
比如，个别部门还存在权力放得不
够、审批时间延长现象；个别单位
在做好审管结合的“加法”、增强管
理高效性方面，还有提升空间；个
别领域“放管服”改革还不够深入，
办事窗口服务能力、员工工作主动
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这说明，
打造社会期待、群众期许的一流营
商环境，依然任重道远。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
好。当前，正是首都新一轮快速发
展的关键时期，全区正经历发展转
型和管理转型的深刻变革，肩负着
在生态涵养区率先发展的使命担

当。要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为契机，把优化营商环境作
为主题教育的生动实践，教育引导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人才群众，努力
克服经济体量小、发展基础弱、发
展空间少的短板，摒弃旧模式，转
变新方式，不断优化绿色发展环
境。要严格落实北京市优化营商
环境三年行动计划，推动我区“门
创30条”“高精尖19条”落实落地，
持续办好“民营企业大走访”“送法
进企业”等活动。要加快建设区政
务服务中心，推进三级政务服务体
系标准化建设，打好“放管服”组合
拳，全面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
上办、就近办、一次办”，让企业办
事更方便、更顺心，努力打造营商
环境新高地，为市场活力充分迸发
创造良好环境，为推动地区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以更优营商环境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
柯尊超

马上办 网上办 就近办 一次办

本报讯（记者 屈媛）11月13日
上午，区委书记张力兵，区委副书
记、区长付兆庚，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陈国才等区领导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点状
供地试点规划编制工作调研。

会上，北建大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汇报了“点状供地”试点研究
成果。

张力兵指出，全区各镇和相关
部门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规划编
制工作，按照上下结合的思路，加
强村庄层面空间资源梳理，在保护
与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前提下，着
力破解多规空间矛盾问题，以实际
行动践行好“两山”理论。

张力兵要求，规划编制单位要
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打破固有标准
体系，科学、合理做好规划编制工
作。要统筹考虑各镇产业布局和山
区百姓收入问题，确保规划能够落
地实施。要加大统筹、仔细谋划、分
类推进，遵循“先绿后建”的原则，认
真、细致地解决好当前存在的问题，
不断将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向山区转
移，大力发展民宿产业和基础配套
设施建设。此外，各镇和相关单位
要积极配合市规划院，尽快完成点
状供地试点规划编制工作，在全市
形成可复制的示范样板。

区领导金秀斌、王涛、张满仓
出席会议。

我区召开点状供地试点规划编制工作会
加大统筹 仔细谋划 分类推进

我区对精细化治理工地扬尘及
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工资支付情况进行检查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副
区长张翠萍带队到城子街道、龙泉
镇和永定镇部分施工工地检查施工
场地扬尘精细化治理及外来务工人
员工资支付保障情况。

张翠萍要求，部分施工工地存
在裸露土地苫盖不严、未使用清洗
设备等情况，要立即整改。各部门、
单位要高度重视扬尘整治工作，压

实责任，要持续对全区建设工地进
行全覆盖、不间断检查，对扬尘防治
仍然不到位的工地，要严格处罚，坚
决防止扬尘污染。对于外来务工人
员工资支付保障问题，要健全长效
机制，严格落实用工实名制、工资专
户管理等各项制度，要强化监管责
任，切实维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
权益。

本报讯（记者 李倩）道路干净
整洁，建筑整齐有序……今年以
来，我区深入推进“百村示范、千村
整治”工程，积极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通过全民动员，138
个美丽乡村创建村已全部通过市
级验收，通过率100%，农村人居环
境得到显著改善。

“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清
理了很多几十年累积形成的私搭
乱建、乱堆乱放、垃圾等农村环境
顽疾，农村环境面貌显著改善，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明显提升，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打下了坚实基础。”区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中，全区上下统一思想、统筹协
调、合力推进，不仅出台了《门头沟
区美丽乡村建设基础设施运行维护
管理办法》，还制定了《门头沟区

2019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方案》《门头沟区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实
施方案》和《门头沟区开展“清洁村
庄迎国庆”农村人居环境60天专项
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任务目
标、工作要点及保障措施，建立健全
了工作机制，强化了督查考核。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一直以来，各镇都把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
来抓，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围绕农
村基础设施长效管护机制建设、公
厕改造、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农村
污水治理、村容整洁等方面，通过
处级干部包片，科级干部包村，层
层传导压力，逐级落实责任，开展
形式多样的环境大整治。截至目
前，全区累计整改问题8902处，村
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我区还

聚焦重点，补齐短板，一方面，分类推
进农村地区“厕所革命”。今年，我区
计划改造公厕234座，已完工78座，
施工建设中11座，年底前全面消除
旱厕。2018-2019年，计划改造户
厕4622户，已完成改造4249户，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5.59%，力
争年底前完成本年度改厕任务。

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垃圾分类
和资源化利用全覆盖。我区按照

“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输、区处理”
的模式，推广定时上门收集，采取

“两次四分”，其它垃圾经环卫收运
渠道进入鲁家山焚烧厂处理；厨余
垃圾城区由环卫收运、山区推广采
用“单元式堆肥（OAR）”就地堆肥
处理；有害垃圾由专业公司定期收
集，可回收垃圾由区回收公司负责
回收，灰土就近还田。

同时，我区还大力推进农村治
污。已新建完成村庄污水处理设

施117座，建设中5座；全区农村
地区已运行场站共144座。除险
村搬迁村外，年底前完成全部村庄
内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并投入
运行。

“通过整治，环境越来越好，大
家的幸福感越来越强，卫生习惯也
随之改善，不再随意乱丢垃圾了。”
村民们清扫道路时高兴地说。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个细
水长流的过程，集中整治后还需要
持续推进、常抓不懈，在长效保持
上狠下功夫。下一步，区农业农村
局将继续强化党建示范引领，完善
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开展环境整
治，不断巩固提升整治成效。

通过整治“脏、乱、差”环境，村
民们满心欢喜地迎来了“净、齐、
美”乡村，白墙红瓦的农家房屋掩
映在绿树红花中别有风味，形成了
一幅幅和谐美丽的乡村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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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11月13
日上午，我区召开落实北京市涉农区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工作会。区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彭利锋出席会议。

会上，区各相关部门汇报整体
工作进展情况。

彭利锋指出，区各相关单位要

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要主动作为，对
标对表，确保考核任务不漏项。要
实施全程问效，注重过程管理。要
开展自查自评，全方位开展工作。
要压实责任，强化组织保障，强化创
新落实，强化督促考核，加强沟通协
调，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圆满完成这
项工作。

我区召开领导干部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工作会

主动作为 对标对表 确保完成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
区体育局在龙泉镇中门家园社区
广场举行第六届北京市民快乐冰
雪季门头沟区启动仪式暨“一区
一品”冰雪嘉年华体验项目进社
区活动。

旱地冰球、旱地冰壶和旱冰蹴
鞠等体验项目吸引了很多市民前
来参加。在旱地冰球项目中，只听
裁判一声哨响，孩子们手拿球杆在
场地里穿梭，简单的规则，灵活的
动作，让他们感受着冰雪项目带来

的欢乐。
据了解，这次活动标志着我区

正式拉开冬季冰雪运动的序幕，让
更多市民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冰
雪运动中，感受冰雪运动带来的乐
趣。

区体育局工作人员安乐介绍：
后续系列活动之中，区体育局还会
走进社区，走进公园，走进校园，培
训一批掌握技能，能够科普的社会
体制教员队伍，更广泛的宣传冬奥
知识和运动。

我区启动“一区一品”冰雪嘉年华进社区活动
体验冰雪项目 感受冬奥氛围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我区
召开会议，听取精品民宿推介会进展
情况汇报。副区长庆兆珅出席会议。

在听取了各单位的相关汇报
后，庆兆珅指出：要将民宿开发工
作做实做细，带动全区乡村产业，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以民宿为代

表，打造以文旅体验产业为特点的
主题田园综合体，让更多的旅游者
体验到我区优美的自然风景，满足
人们多元的文化需求。相关部门
要广泛开展调研、视察活动，发挥
好积极作用，提出符合我区实际的
高质量建议。

我区召开推进精品民宿建设汇报会
拓宽农民收入渠道 树立地区产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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