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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式”摸排

区市场监管局
织密疫情防控网

区委召开2020年党建工作会

雁翅镇村民救助受伤苍鹭

退伍不褪色

我区968位退役军人
奋战在抗疫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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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媛）3月13日
下午，区委召开2020年党建工作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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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张永，区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彭利锋等四大部门领导
参加会议。

会上，张永部署2020年统战
工作；彭利锋部署2020年政法工
作；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金玲
部署2020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建华部署
2020年组织工作和老干部工作。

会议主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市委十二
届十次、十一次全会精神，及市委
书记蔡奇调研我区指示精神，总结
2019年党建工作，部署2020年任
务，动员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以“讲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
神，当好“两山”理论守护人，为打
造“绿水青山门头沟”提供坚强政
治保障。

张力兵在讲话中指出，2019年
以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区
各级党组织坚持以“红色门头沟”

党建为引领，扎实系统推进“1179”
工程，全区党建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是守初心、担使命，主题教育在
门头沟大放异彩。二是守初心、担
使命，“红色门头沟”党建大放异
彩。三是守初心、担使命，党旗在
疫情防控一线大放异彩。四是守
初心、担使命，讲奉献、争第一大放
异彩。

张力兵强调，2020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
之年，做好今年的党建工作，意义
十分重大。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中
央、市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紧紧围绕落实生态涵养区功能定
位、打造“绿水青山门头沟”来谋划
党建工作，紧扣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确保“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来
推进党建工作，聚焦融入“五个之
城”各项部署来抓实党建工作，不
断提高党建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水平，更好发挥引领保障作用。

一是要坚定“红色门头沟”党
建引领，讲奉献、争第一，矢志夺取
战疫情与稳发展“双胜利”。一方
面，要毫不懈怠抓疫情防控，确保
坚决打赢这场阻击战。另一方面，
要科学有序抓复工复产，确保坚决

完成全年任务。特别要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更
大决心、更强力度做好收官之年的
低收入精准帮扶工作，巩固拓展产
业、就业帮扶成果，增强低收入村
造血功能。要巩固扶贫协作各项
举措，落实好“摘帽不摘责任、摘帽
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
摘监管”的要求，更好助力受援地
区发展。

二是要坚定扛牢主体责任，守
初心、担使命，矢志推进“1179”工
程再深化。要进一步强化政治建
设、思想建设、京西铁军建设和基
层党组织建设。认真落实加强党
的政治建设的任务分工，把党的全
面领导落实到全区各领域各方
面。把牢绿色发展导向，确保地区
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对接我区“三四三六”工程，特别是
冲刺“创城”“双达标”进度，强化宣
传引导，汇聚正能量，振奋精气
神。落实意识形态“五项制度”，加
强阵地管理，健全舆情处置机制，
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要运用
主题教育“四个一”制度成果，把

“1179”工程抓得更细更实，体系

化、制度化推进全区党建工作。
三是要坚定以人民为中心，聚

合力、鼓斗志，矢志擦亮“绿水青山
门头沟”金名片。要全力激发赛马
效应，鼓足红色斗志，用好“创城擂
台赛”“镇街书记点评会”等“赛马”
激励平台和综合考评结果。要全
力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画出最大

“同心圆”，切实发挥区委统战工作
领导小组作用，完善区、镇（街）、村
（社区）三级统战工作网络，推动各
领域统战工作创新发展。要全力
维护和谐稳定，筑牢平安支撑，健
全社会矛盾常态化排查机制，完善
扫黑除恶长效机制，抓好安全生
产、森林防火、防汛抗旱等工作，推
进食品药品、生产、交通等领域安
全管理，确保“西部无战事”。要全
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锤炼
务实作风。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保障发展的作用，善于协调各方、
凝心聚力保落实，善于鼓舞士气，真
抓实干强落实，推动党建与打造“五
个之城”相融互动，以建设“绿水青
山门头沟”的实效检验党建成效。

区领导范永红、金秀斌、李耀
光、庆兆珅、孙鸿博、赵北亭、张翠
萍、王涛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高晴）他们曾经
是军人，是战士，他们曾是最可爱的
人。他们有担当有作为，是新时代
的奋斗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叫退役军人。“若有战，召必
回！”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行动中，我
区涌现出许多退役军人的身影，他
们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
句誓言。

优秀退役军人坚守在基层防疫
一线

2008 年，祝国辉正值风华正
茂，为响应国家号召义无反顾投身
到军营，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
的一员。当兵期间，由于过硬的
军事素质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多次
得到部队的肯定，荣获二等功并
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退伍
后，他又利用自身优势和经验投
入到社区工作中，成为了城子街
道燕保家园一名居委会纪检委
员、党务组织委员。

身为一名退役军人，他有着过
硬的身体素质和争当先锋的党员精
神，在疫情防控面前，他主动请缨，
担负起值夜班的工作，并发动党员
在小区点位前值守，全面排查辖区
住户、日常测温消毒杀菌、宣传防
控知识等等，每日坚守在基层防疫
一线。

70岁退伍老兵日夜守护社区
在防控新型肺炎疫情中，永定

镇何各庄村的退伍老兵彰显了军人
的作风，先后有10名退役军人参加
了入户宣传排查、门口执勤看守、小
区消毒的一线疫情防控工作。

其中，就包括70岁的退休老干
部老党员田建国。春节前，他做完
手术刚恢复好。疫情发生后，他看
到小区防疫现状，立即主动联系党
组织报名参加抗疾一线，守候小区

西门。大年三十，他也没能和家里
人吃顿团圆饭，他说:“我作为一名
老党员，只要党需要我，我绝不后
退，发挥我的余热，就像我的入党誓
言，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

退役军人变身移动“菜篮子”
为了让村民在家待的安心，减

少村民出门买菜的不便利，也减少
感染疫情的可能，王平镇南港村张
建平，在抗击冠状病毒疫情工作中
充分发挥党员、退伍军人的模范作
用，充当起了村民的“菜篮子”。

他与同是党员的哥哥张建明开
着自家车，去新发地批发市场，自己
出钱为村民购买新鲜蔬菜，并亲自
发放到30户村民家中。为了能让
值守的村民在冬日里有一丝温暖，
张建平同志还让自己的妻子，嫂子
蒸包子，并亲自送到值守岗点。

“抗击疫情，你不是一个人。面
对疫情，我们更应守望相助。”自疫
情发生以来，我区还有很多退役军
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诠释着
这种共识：北涧沟社区退役军人冯
博自行购买口罩捐赠给社区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永定镇谷殿洪和李海
燕夫妻捐赠消毒物资贡献自己力
量；丽景长安社区更是出现父子档
守护家园……这些如同寒冬里的一
股股暖流，汇成防控疫情的澎湃力
量鼓舞着我们更加勇敢地前行。

据了解，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我区共有968位退役军人，奋战
在各个村居，投身到抗击疫情的第
一线。

一声“到”,一生“到”，这是许多
退役军人的生命宣言。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是军人
的本色没有变，军人的精神没有变，
军人保家卫国的心更不会变！

在国内战“疫”形势一片向好之时，
世界各国却迎来了疫情挑战。面对输入
性病例多发的抗疫新难点问题，我区“千
人战疫”专项行动迅速开辟新战场，组织
机关干部冲向新一线，机关干部们赴东
能接机，在西守社区。

3月10日，我区首批参加“千人战疫
机场专班”的33名机关干部准时上岗，在
首都机场入境人员集散点，以“手递手、
点到点”方式开始疫情严重国家入境人
员的转接工作。

厚厚的防护服隔离了病毒，隔离不
了他们迎接门头沟人回家乡的真情。他
们手持“欢迎回家”的指示牌，认真做好
排查、测温、登记、护送等相关工作。据
了解，为保障“接机”工作有序进行，我区
连夜选派机关干部充实到集散点一线，3
月9日晚调度，3月10日一早全部到岗。
在此期间，各级党组织迅速响应，党员干
部积极承担起集散点的服务保障工作，
共抗疫情。

季海洋/文/摄

本报讯（记者 耿伟）区市场监
管局日前进行“地毯式”摸排，织密
疫情防控网。

据悉，区市场监管局利用电子
系统初步筛选出果蔬商店、便利店、
小餐饮、美容美发店等市场主体共
计1828户。属地监管所根据执法
台账，实地核查企业经营情况，为分
类施策奠定基础。

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采用
“点面结合，科所联动”的工作机制，

沿辖区内各条主要大街，开展“地毯
式”摸排。在未开业复工企业显著
位置张贴《告知书》，告知其在复工
前务必到属地监管所备案。重点检
查已复工企业测温登记、“一米线”
制度落实、“北京健康宝”小程序推
广使用等防疫措施。同时要求各经
营主体做好内部管理，强化返京人
员信息上报和服务管理工作，合理
安排复工员工的轮岗排班，做到人
员少流动、不聚集，科学防控。

本报讯（记者 屈媛）3月15日，
雁翅镇一村民在清水河边发现一只
受伤野生鸟，并将此情况第一时间上

报至镇林业部门。接报后，镇林业
站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
助，达到现场后，镇林业部门及时与
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进行了上
报和联系。

经查，该受伤鸟为苍鹭，为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疑似翅膀受伤不能
正常飞行。目前，该受伤鸟已送至
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作进一
步治疗观察，待其伤愈后放归自然。

据了解，苍鹭又称灰鹭，为鹭科
鹭属的一种涉禽，栖息于江河、溪流、
湖泊、水塘、海岸等水域岸边及其浅
水处，主要以小型鱼类、泥鳅、虾、喇
蛄、蜻蜓幼虫、蜥蜴、蛙和昆虫等动物
性食物为食。

近几年，随着镇域生态环境的
改善和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大，
雁翅当地民众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也在逐步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水鸟，生物多样性
逐步呈现。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今年的
党建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中央、市委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要求，紧紧围绕落实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打造“绿水青山门头沟”
来谋划党建工作，紧扣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确保“十三五”规划圆满收
官来推进党建工作，聚焦融入“五个之城”各项部署来抓实党建工作，不
断提高党建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更好发挥引领保障作用。

连日来，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春天的气息愈加浓郁了。从妙峰
山到潭柘寺、从定都阁到莲石湖，迎春摇曳，桃花含笑，杨柳吐绿，到
处呈现出一派繁花似锦，绿意葱茏，春意盎然的景象。

姚宝良/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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