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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召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领导来我区
调研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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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倩)12月2日
上午，区委召开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区委书
记张力兵，区委副书记、区长付
兆庚，区政协主席张冰，区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彭利锋等区领
导出席报告会。

会上，张力兵围绕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
的讲话精神，系统梳理了全会
《决定》的架构，系统阐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显著优势、总体要求，总
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等核心问题，
并传达了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
主要精神。

张力兵以《中共中央关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为重点，从四个方面和与会人员

进行了交流：一是充分认识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二是深刻
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三是准确把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
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四是
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全会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

张力兵结合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对全区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提出
要求：一是要坚定不移抓学习，持
续坚定制度自信。全区上下要结
合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及时抓好层层传达、集体
学习、专题研讨和集中宣讲，确保

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及市委十
二届十次全会精神传达到全区每
一名党员，切实引领党员干部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市委部
署要求上来，更加奋发有为地当
好“两山”理论守护人。

二是要坚定不移抓落实，持
续强化制度建设。要进一步强化
制度意识，将制度建设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围绕系统打造“红色
门头沟”党建品牌和“绿水青山门
头沟”城市品牌，聚焦“六城联
创”、满足群众“七有”“五性”需求
等重要任务，结合主题教育专项
整治整改，全面梳理我区在制度
建设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深化改
革创新、破除体制障碍、完善制度
体系，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守
护好绿水青山的巨大效能。

三是要坚定不移抓执行，持
续强化制度保障。全区各镇街、

各单位、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强化制度意识，严格按制度履
职尽责，不断提高运用制度干事
创业的能力，确保制度优势充分
彰显、制度威力有效发挥，为守
好首都西部生态屏障提供坚强
制度保障。

张力兵强调，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和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
为我区做好当前各项工作进一
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
区上下要积极行动起来，聚焦打
造“两个品牌”，以首善标准深化
制度建设、维护制度权威，不断
筑牢守护好绿水青山的制度根
基，当好“两山”理论守护人，绘
好门头沟绿水青山图。

区领导张永、闫中、王建华、
金秀斌、李耀光、何渊、李伟、赵
北亭、庆兆珅、张满仓、高连发参
加报告会。

我区在全市率先启动
1019个区级服务“不见面”审批

本报讯（记者 杨爽）11月30
日，区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上，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陆晓光传达了市委十二届十次全
会精神及区委常委会关于学习贯
彻工作的有关要求。

付兆庚在讲话中要求，全区
各镇街、部门、单位要把学习宣
传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
政治任务，第一时间组织广大党
员干部学懂弄通悟透。领导干
部要勇做表率，带头抓好学习贯

彻，带动全区党员干部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上来。要坚持把学
习宣传市委全会精神与主题教
育和落实蔡书记、陈市长调研我
区指示精神以及区域功能定位
紧密结合，抓好学习贯彻落实，
确保宣传贯彻取得实效。要严
格落实全会提出的“生态涵养区
要坚持把守护好绿水青山作为
头等大事来抓”的要求，坚定不
移走好绿色、高质量、精品化的
发展之路，当好“两山”理论守护
人。要结合我区打造“两个品
牌”和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赋

予我区的“三大功能”，层层分解
任务，压实压细部门责任。区领
导要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加强对
分管工作的调度指导，对标对表
抓好任务落实。

付兆庚强调，全区各单位、部
门，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加大改革创新力
度，完善优化营商环境、构建“高
精尖”结构等方面的体制机制。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把
“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巩固和完善
各项制度的核心要义。要不断提
升基层治理水平，强化“红色门头
沟”党建引领，用好“接诉即办”

“吹哨报到”工作机制，不断提升
政府治理能力。以“讲奉献、争第
一”的门头沟精神，推动全会精神
在我区全面落实到位。

副区长赵北亭、张翠萍、王
涛、庆兆珅参加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张士春）12月
4日，是第六个国家宪法日。11月
29 日上午，我区全面启动 2019
年“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
周系列宣传活动，旨在进一步弘
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推
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
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
定、权依法使、权利义务相一致
的法治理念，让尊崇宪法、遵守
宪法和法律在全社会成为习惯、
成为自觉。

该活动以“弘扬宪法精神，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为主题，分别举办大型社会
面宣传咨询活动和启动仪式暨法
治文艺专场演出。区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彭利锋，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李伟，区政协副主席冯
飞出席活动。

上午 9时 30分，区体育馆前
人头攒动，来自全区39家普法责
任制单位在区体育馆前主会场、
新桥大街、滨河路沿线，通过设
置宣传站点、发放宣传资料、解答
法律咨询等方式，向市民宣传宪
法、扫黑除恶、优化营商环境等方
面法律知识，并现场提供法律咨
询服务，形成集中宣传声势。

随后，在区影剧院举办国家
宪法日宪法宣传周系列宣传活动
启动仪式暨法治文艺专场演出。
此次活动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
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区司法
局主办，区曲艺家协会、区法治

文艺益民服务队承办，通过太平
鼓、民乐独奏、戏曲相声、魔术、
川剧变脸等节目表演形式，将宪
法法律知识融入传统艺术，在全
区积极营造“尊崇宪法 学习宪
法 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 运用宪
法”的良好氛围。

全区各普法责任制单位、各镇
街主管领导也参加了活动，大峪街
道、城子街道、东辛房街道、永定镇、
龙泉镇村居民代表、中小学学生代
表共计600余人共同观看演出。

“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是
充分发挥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
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的统筹协调
监督指导作用，顺应新时代全民
普法的新要求，践行‘服务大局
保障民生’的工作理念，用法治

文化的渗透力、吸引力、感染力
去涵养法治信仰，积极在全区营
造‘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的良好范围，为奋勇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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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坚实有
力的法治保障。”区委全面依法
治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副
组长、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卫一平说道。

据悉，我区还将开展领导干
部重温宪法誓词暨旁听庭审、中
小学学生宪法诵读、宪法线上互
动体验知识竞答、宪法进万家、
模拟法庭、“青春船长 法治启航”
等系列宣传活动，推动宪法走进
日常生活、走入人民群众。

本报讯（记者 李倩）11月29日
上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司副
司长马大轶，中国林科院党组书记、
副院长叶智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领
导到我区调研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
作。首都绿化办副主任廉国钊，区
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一同调研。

在妙峰山镇下苇甸村造林绿化
示范区，马大轶一行实地查看了我
区造林绿化地块现场情况。随后，
前往绿海运动公园，实地查看公园
景观提升工程。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副区
长王涛从“创森”建设目标、工作开
展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措施三方面
汇报了相关情况。

马大轶说，门头沟区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意义重大，在今后的创建

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好生态涵养区
的天然优势，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
大力抓好规划实施、统筹推进、科学
绿化、监测评估、宣传引导等方面工
作，同时深入挖掘生态文化，搞好生
态教育，高标准、高质量地推进“创
森”工作，不断提高造林绿化水平。

付兆庚表示，门头沟区将在现
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强化植绿、造
绿和后期管护工作，全力补齐“创
森”工作中的短板和不足，积极做好
森林防火等各项工作。同时，门头
沟区还将深入践行“两山”理论，全
面提升创建的整体水平，高质量、高
标准地完成创建的各项目标任务，切
实提高地区环境质量，让全区百姓实
实在在感受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全力打造“绿水青山门头沟”。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记者
从区政务服务中心了解到，我区在
全市率先启动“双向承诺制”“不见
面”审批改革，同步上线试运行“智
慧政服·云综窗3.0应用平台”。 通
过制度改革和信息化系统应用，推
行我区1019个区级政务服务事项

“不见面”审批。
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说：“推行‘不见面’审批，主要是通
过‘三位一体化’的工作措施。一是
多端一网通办。从首都之窗网上政
务大厅、PC端、自助端、移动端以及
全区三级实体大厅，均能申报、受
理、查询结果。二是双向承诺制
度。相关审批部门对容缺受理、依
法审批等方面进行承诺；申办企业
或个人对材料真实性等方面进行承
诺。三是上门服务机制。通过与邮
政EMS合作，办事人可以电话联系
后，实现对所需补充或存档材料提
供上门收取服务。”

记者了解到，“智慧政服·云综
窗3.0应用平台”以首都之窗网上办
事大厅为总入口，兼备线上线下、多
端一网的一体化应用平台，具有统

一认证、“百事套餐E窗办”、数据分
析等10多个应用系统支撑和协同，
能同各部门审批系统数据互通共
享。并且全部事项都配有应急备用
审批功能，对目前没有审批系统的
事项随时可用。特别是“办好一件
事”的100多个主题事项，在云综窗
3.0系统中，实现了“多表变一表、一
表拆多表”的智能应用。

据工作人员介绍，云综窗3.0应
用平台配置有智能数据库，既是办
事企业群众的“信息复用库”，又是
受理和审批人员的“核验机器人”，
还是政府科学决策的“智能驾驶
舱”。

“下一步，我区将不断拓展‘不
见面’审批政务服务事项，进一步深
化‘一网通办’改革，努力使企业群
众办事如‘网购’‘点餐’一样方便，
不断优化地区营商环境，提升政务
服务工作水平。”区政务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

截至目前，我区区级政务服务
事项到现场平均跑动次数降至0.4
次，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到现场平均
跑动次数降到0.3次。

我区全面启动“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系列宣传活动

区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神

全区上下要积极行动起来，聚焦打造“两个品牌”，以首善标准深
化制度建设、维护制度权威，不断筑牢守护好绿水青山的制度根基，
当好“两山”理论守护人，绘好门头沟绿水青山图。

本报讯（记者 李倩）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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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主席张冰等区领导，带领区相关委办局镇街
主要负责人走进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接听

“12345热线”，解决群众诉求。
“您好！我是门头沟区委书记张力兵，很高兴接到

您的来电，请问您要反映什么问题？”第一个电话来自中
门寺南坡小区的居民陈女士，她反映的问题是居住地出
行不方便，且道路环境杂草丛生,希望及时解决问题，改
善小区周边道路环境……张力兵一边听电话一边认真
地记录着，并向市民表示，所提的问题已经记录，会组织
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及时解决群众诉求。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
务中心共受理市民来电3230件。其中，受理我区相关
来电382件。张力兵、付兆庚等区领导们共接听了117
个市民热线，涉及供暖、完善市政设施、安装燃气管道、
改善道路环境等方面问题。接听活动结束后，还召开了
工作情况交流会，研究解决群众诉求。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接听活动还特别增加了领
导现场回访、专家点评形式，对群众反映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全程跟踪问效，公开反馈工作进展。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区立足“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工作要求，努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截至11月25日，“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
心共向我区分别交办35133件。其中，直派街镇20435
件，占全市16区交办件的2.20%，占全市所有诉求交办
量1.63%。

当天下午，张力兵、付兆庚还带队直击诉求现场，实
地进行现场调度，解决民生问题。

在中门寺南坡小区，张力兵一行实地查看了接线诉
求所反映的居民出行不便、道路环境差等情况，并现场
调度相关部门及时解决。

在东辛房街道安康小区的孙女士家中，张力兵耐心
听取住户诉求，详细了解了住户用天然气、采暖等情况，
并叮嘱相关部门，要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放在心上，让
群众的每一个诉求都有回应，积极主动地为民排忧解难。

张力兵说，全区各相关部门、镇街要严格落实市、区
各项工作要求，立足“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工作要求，以

“红色门头沟”党建为引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
抓实各项工作，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努力解决好群众身
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调研中，付兆庚还对安康小区内停放的“僵尸车”提
出了要求，并现场督办相关单位为小区安装快递柜。

下一步，我区将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作用，提高“吹
哨报到”成效，积极推进“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
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回应群众能力，
有效解决群众诉求。

区领导陆晓光、金秀斌、赵北亭、张翠萍、王涛、庆兆珅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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