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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物局领导来我区调研

今年永定河生态补水工作将启动

推动无障碍设施建设 做好残疾人服务工作

区政府召开残疾人工作会

多元角色守初心多元角色守初心 我区师生的战我区师生的战““疫疫””担当担当
落实主体责任 了解企业需求

区领导走访复工复产企业

我区召开决战我区召开决战““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全国文明城区提名””百日冲刺动员大会百日冲刺动员大会
本报讯（记者 屈媛）4月15日

下午，我区召开决战“全国文明城
区提名”百日冲刺动员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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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政协主席张永，区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彭利锋，京煤集团董事长
曹文俊等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金玲通报当前“创城”工作中存
在的重点问题，并部署相关工作。

据了解，在2018年首都文明
办测评中，我区在首都文明区和首
都文明示范区7个区中名列第一、
实地考察得分在16个区中名列第
一，得到中宣部和市委、市政府领
导的充分肯定，实现了“创城”攻坚
在开局之年的高标起航，为2020
年实现“双达标”、2023年全面争创
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城”总
指挥部、督查组各牵头区领导以及
区创城办开展工作调度、拉练检查
达300余次，在2019年全市文明城
区年度测评中，我区以总分96.70
的成绩排名全市第一名。

张力兵指出，在仅剩的100天
时间，我们要以志拔头筹、誓夺桂
冠的韧劲、狠劲、拼劲，迅速调整状
态、迅速查漏补缺、迅速整改落实，
持续保持高位推进的创建态势，全
力续写志拔头筹的新辉煌，确保一
举拿下“首都文明示范区和全国文

明城区提名城区”的殊荣，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

张力兵要求，一是要志拔头
筹，提名区。当前，我们正面临着
疫情、时间和形势的挑战，要在持
续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同时，
做好统筹力量抓“创城”攻坚。面
对新形势、新要求，我们必须因势
而谋、顺势而为，善于从眼前的危
机、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因时
因势完善工作举措、创新工作方
法，在有限的时间里，鼓足最强的
斗志、集聚最强的合力、拿出最优
的成绩。

二是要群策群力，双达标。要
继续发扬“京西铁军”连续作战的
光荣传统、百战不殆的优良作风，
主动担当、比学赶超、奋勇争先，充
分体现老区人民想干的事，就“一
定行、一定能”。要争分夺秒，迅速

“动”起来。全区各镇街、各部门、
各单位要马上行动起来，把百日攻
坚的氛围营造起来，把大家的积极
性充分调动起来，党政工团齐上
阵、全区各界共参与，在疫情防控
进入常态化的同时，全力以赴推进

“创城”迎检。要不留死角，迅速
“查”起来。区“创城”办要切实统
筹好、组织好检查自查工作，把“创
城”检查自查，与城管委牵头的首
环办城乡环境检查和农业农村局
牵头的美丽乡村检查结合起来，确

保应查尽查、不留死角、提高效率，
把所有的工作都过一遍筛子。要
刀刃向内，迅速“改”起来。对能够
立行立改的问题，要马上行动抓整
改，对受季节影响的问题，要不失
时机抓整改，对整改周期较长的问
题，要持续加力抓整改，对受疫情
影响暂未开放的场所和点位，要结
合实际抓整改，对12345反馈的问
题，要举一反三抓整改。要强力推
动，迅速“创”起来。利用好已经建
立了的常态长效创建机制，迅速补
短板、抓整改，积极探索好经验好
做法，将这次疫情防控形成的基层
治理创新成果，导入“创城”工作，
推动“创城”工作更科学、更高效地
开展，誓夺“双达标”胜利。

三是要决战决胜，夺桂冠。要
用好“红色门头沟”党建这把“金钥
匙”，和“讲奉献、争第一”的群策群
力打赢打好百日冲刺攻坚战。要
坚持人人有责。区四套班子领导
要结合各自分工，靠前指挥调度，
结合疫情防控，加强实地检查指
导，时刻督促“创城”进度，推动各
项工作落细落实。各责任部门、
各镇街要主动克服疫情带来的影
响，用好区域化党建，整合好辖区
力量，全面推进工作落实，特别是

“一把手”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
守土有责、守土有方，确保责任全
覆盖、创建无死角、管理无真空。

全区党员干部要带头践行“门头
沟四问”，带头争做“门头沟热心
人”，使“我要创、全民创”的氛围
更加浓厚。要坚持协同配合。各
项任务的主责部门、属地要带头
抓落实，发挥好在本领域、本区域
的牵引带动作用。各相关部门都
要有补台意识，主动向前站一步，
形成工作合力，碰到困难，并肩战
斗，合力解决。要坚持严督实
导。区创城办要加强组织协调，
靠前监督指导，更好科学统筹工
作任务，明晰职责分工，齐心协力
提高“创城”效能。各专项组和各
分指挥部要围绕测评体系任务，
建立起各自的督查台帐，倒排工
期，全程跟进落实。纪检监察、综
合考评部门要立足各自的职责，
加强监督和考评，督促各部门切
实担起责任，奋力谱写“创城”“双
达标”的新篇章，努力向全区人民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区领导陆晓光、范永红、金秀
斌、庆兆珅、许彪、何渊、李伟、陈
波、赵北亭、张满仓、高连发、杜斌
英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杨铮）为扎实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完善服务功
能，区政务服务中心按照“高标准、高精度、高效率、见实效”的工
作思路，结合实际，打造无障碍综合窗口，进一步优化我区政务服
务环境。4月13日，全市首个“无障碍大综窗”在我区政务服务中
心正式启用。服务窗口包含咨询、帮办和受理大厅43个单位的
1369个政务服务事项，以及百余个“百事套餐”主题事项，为残疾
人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便利、优质和高效的服务。

记者在服务大厅看到，无障碍服务窗口不仅设置了低位服务
台，还专门招录了手语、英语和日语等3名咨询和导办工作人员，
最大程度满足特殊群体的服务需求。

同时，大厅内增设的系列“双语”办事导航、72种语言智能翻
译机、8台无障碍自助机和无障碍等候区，让残疾人和老年人等
特殊群体享受到“专区、专窗、专人、专办”的“四专”暖心服务。

据了解，区政务服务中心还完成了停车位、坡道、电梯和卫生
间等多种无障碍设施的建设，通过多维度服务，完善、提升综合服
务水平，进一步优化全区营商环境。

下一步，区政务服务中心还将在区政府网站、移动端、自助端
等办事平台开辟无障碍服务专栏，为辖区百姓提供更贴心的便利
化服务。

本报讯（记者 屈媛）记者从区
水务局了解到，今年的永定河生态
补水工作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较去
年相比，今年的补水流量会有一定
的变化，预计将会有持续一个月的
大流量，为此，区水务局采取措施保
障安全，一方面增加隔离护栏、标
识，另一方面加强宣传劝导和巡查
力度，确保市民安全。

记者在永定河龙泉湾看到，河
道两侧，每个下河口都安装了新的
警示牌，提醒市民在补水期要远离
河道以免发生危险。在门城湖公
园过河口，采取封闭措施，安装了
隔离护栏，严禁游人跨河通行。针

对补水工作，区水务局还组建了一
支35人的巡查队伍，在补水期间
对河道两侧进行不间断巡查，同时
劝阻游人远离河道，并在河道周边
新建50余处警示标语，提醒市民
涉水危险。

区河湖景观管护中心负责人矫
威介绍说：“今年永定河生态补水工
作较去年的补水流量会有一定的增
长，为做好本次补水安全保障工作，
在过河口和下河口采取安装警示牌
和围挡，目前已全部安装完毕，在此
也提醒市民，在补水期间，外出游玩
要注意安全和个人防护，远离河道，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4月 15
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到
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走访北京东西
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付兆庚详细了解企业复工复
产、疫情防控和运行生产等情况，询
问企业当前存在的困难，听取相关
意见建议。

付兆庚指出，现在正是疫情防
控的关键时期，复工企业要继续落
实落细疫情防控各项举措，绷紧防
控这根弦，落实主体责任，要着力提
升管理水平，把疫情防控融入生产

经营、员工管理全过程，确保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企业要进一
步做强自身品牌，严把质量关，同时
还要积极主动加大研发投入，不断
创新理念，研发新产品，更好满足市
场消费需求。

付兆庚要求，区各相关部门要
及时了解驻区企业需求，积极主动
与企业对接，为企业搭建交流平台，
用好各级扶持政策，助力企业发展
升级，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平稳有序
发展。

区领导陆晓光参加走访活动。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4月 15
日上午，市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
长王翠杰到潭柘寺景区，对疫情防
控与文物保护工作进行调研督导，
并指导复工开放相关工作。区委常
委、副区长庆兆珅参加调研。

王翠杰认真查看景区的文物保
护工作，她指出，景区要全面夯实文
物保护基础性工作，持续加大重点
文物保护修缮力度，为文物保护工
作奠定基础。

市区领导一行还查看了景区体
温检测、实名登记等各项防控措施，
了解景区的防控预案、员工管理制
度、游客人流控制办法等制度的制
定和执行情况。要求景区要强化疫
情防控措施，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景区恢复开放。要落实好游客检
测、登记、消毒、流量控制等防控措
施，妥善引导游客分时段、间隔性进
入景区，严控人员聚集，确保景区恢
复开放后安全有序运营。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4月 15
日上午，区政府召开2020年残疾人
工作委员会暨全区残疾人工作会。
副区长张翠萍出席会议并讲话。

记者了解到，今年，区残联将在
做好日常防控的前提下推动无障碍
设施建设，精准对接残疾人需求和
受援地区实际特色，进一步夯实对
口帮扶地区扶贫协作机制。将通过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加强残疾预
防与康复服务、加快推进残疾人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式，增强
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随后，张翠萍到区政务服务中
心检查“无障碍大综窗”建设情况，
体验了无障碍升降设备的实际使用
效果。

她要求，区政务服务中心要做
好残疾人服务工作，为残疾人细致
周全地考虑，把关爱残疾人真正体
现到现实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各相
关部门要在做好残疾人疫情防控的
同时，高度重视无障碍设施建设工
作，加快推进其他地区的无障碍设
施建设，为残疾人士提供便捷、高效
的生活、服务环境。

志拔头筹 群策群力 决战决胜

我区为学生提供新阶段教学支持
本报讯（记者谢琪锦）本周一，中

小学开启新的学科教学后，学生可以
通过多种方式学习市级在线课程。
我区不少学校基于线上学习特点，对
授课内容、上课形式、评价办法等都
进行了调整。

大峪一小的线上课堂上，孩子
们拿好提前准备的学习用具，端端
正正地坐在书桌前开始新课程的学
习，跟着视频一同读写，丰富的课
程，让学生在线上学习中找到乐趣。

“我们都按照任务单的形式进
行学科学习，跟老师线上视频互动，
体验了一种新的学习方式，课程也
特别好，线上有语文、数学、英语，线
下还有美术、劳动、体育，各种各样
的，特别有意思。”一位参加线上课
堂的学生告诉记者。

为了能够因材施教，教务处针
对不同的年级采取不同的授课方

式，并制定了相对应的教学方案。
一、二年级的学生年纪较小，课程简
单易懂，主要采取录制知识胶囊的
方式讲授课程，三至六年级的课程
较多，内容稍难，采取直播授课，教
师在线答疑的方式讲授新课。在作
业方面，学校不为一、二年级布置作
业，其它年级按照精减、分层原则，适
量布置基础性、探究性、开放性作业。

大峪第一小学校长高瑞红介
绍：大峪一小统筹设计，采取线上教
学与弹性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
进，开启开足国家规定课程，同时保
障孩子1小时锻炼时间。

目前，我区多数学校在教学资
源选择及使用上，以市级资源为主，
开发校级课程资源做补充，采取浓
缩重点内容、整合部分课程等措施，
通过录制微课、线上指导、答疑等方
式为学生提供新阶段教学支持。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我 们 在 行 动我 们 在 行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