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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抓实干 务求实效 向着目标 强力冲刺

我区首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我区首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倡导文明行为 压实垃圾分类 强化物业管理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中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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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政府召开保持中小微企业
平稳发展专题会

我区举办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我区举办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暨接诉即办暨接诉即办““比学赶超比学赶超””擂台赛擂台赛

本报讯（记者 屈媛）4月30日
下午，我区举办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暨接诉即办“比学赶超”擂台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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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委书记彭利锋等区四套班子
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副区长赵北亭通报我区
“接诉即办”工作情况；副区长王涛
通报4月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区级
三方核查情况；副区长张翠萍通报
《2019年北京市文明城区测评报
告》情况；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
金玲通报4月份我区“比学赶超”擂
台赛情况。大峪、东辛房、城子三
个街道和龙泉、永定两个镇的主要
负责人围绕“创城”和“接诉即办”
工作相继发言。

张力兵在讲话中指出，举办这
次擂台赛，就是要推动大家正视问
题、明确目标，以真抓实干、务求实
效的作风，向着今年的攻坚目标发
起强力冲刺。

张力兵要求：一是要在怎么
“看”上下功夫，紧瞄首善再查漏。
全面做到“回头看”“往深看”“向前
看”，审视百日冲刺动员大会以来
十多天的工作状态、工作成效，对
思想认识上的不足、问题整改上的
差距、工作落实上的漏洞务必引起
警醒，切实把进度补回来、把时间
抢回来。要认真对标测评指标体
系，对工作进行再梳理、再排查，透
过现象看本质，深入剖析问题所
在，坚决不能出现任何问题。要对
标最后的测评时间，细化冲刺期的
节点任务，强化节奏把控，以更加
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切
实把各项工作加紧往前赶，信心满
满地迎“大考”。

二是要在怎么“改”上下功夫，
紧补短板再攻坚。对一般性问题，
要抓好立行立改。对易反弹问题，
要抓好建章立制。结合全市落实生
活垃圾分类和物业管理推进大会精
神，以首善标准推进垃圾分类，大力
抓好物业管理，在提高精细化管理

上下功夫，聚力打造“不乱扔垃圾的
家园”，分类施策提高物业管理水
平。要梳理12345市民热线集中反
馈的物业管理、小区配套、建筑工地
扰民等共性问题。通过“接诉即办”

“未诉先办”机制，建好排名预警机
制，提高办结率、满意率。

三是要在怎么“争第一”上下功
夫，紧盯夺魁再冲刺。要压实责任
向前站一步。区四套班子要带头靠
前指挥调度、实地检查指导，推动分
管领域“创城”任务落实落地。要强
化统筹向前争一步，适应疫情防控
常态化要求，实现疫情防控和“创
城”工作两手抓、两手硬、两手赢。
特别是要用好“红色门头沟”党建这
把金钥匙，发挥好“创城擂台赛”赛
马平台作用和综合考评“指挥棒”作
用，激励各单位“比武打擂、比学赶
超、比肩奉献”，引导党
员干部“讲奉献、争第
一”，拿出实之又实的
举措，确保每项“创城”
任务都“创首善、争一

流”。要争分夺秒向前冲一步，坚持
创建为民、创建惠民，让群众感受到
更多变化、享受到更多实惠。

针对“五一”期间的安全保障
工作，张力兵强调，要坚持疫情防
控不放松，落实好村、居常态化防
控举措，抓好城市运行保障，做好
供水、供电、供气和交通保障等工
作。要抓好城市防火和森林防火
工作、复工复产企业的安全生产工
作，以及永定河生态补水的安全管
理，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扎实做好
应急值守工作，保持信息报送渠道
畅通，遇有紧急事项或重大突发事
件，及时妥善处置，并按程序做好
相关情况报送。

区领导范永红、金秀斌、许彪、
何渊、陈波、孙鸿博、李晓峰、张满
仓、高连发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屈媛）我区首个共
有产权房项目——西山梧桐项目建
设进展顺利，住宅楼主体已完成封
顶，预计今年底前工程全部完工。

记者看到，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
象，混凝土罐车、混凝土运送泵车正
紧张有序地开展作业，工人们正在浇
筑地下车库顶板。在住宅楼内，工人
们在对样板间进行贴砖、刮白。截至
目前，住宅楼及配套幼儿园主体结构
封顶，装饰装修样板间正在施工，地
下车库主体已完成80%。

西山梧桐项目副经理张铎介绍
说：“5月初，住宅楼和幼儿园将进入
二次结构装饰装修阶段，5月中旬车
库主体结构将全部施工完成。”

本报讯（记者 张修钰）4月29
日，妙峰山镇水峪嘴村的“欣憶府”
和“梦回古道”民宿经过区相关部
门的核查检验，恢复开放。村委会
和民宿经营者制定了详细措施，全
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旅游
接待工作。

记者在景区的“欣憶府”民宿
看到，大门上张贴着防护提示，提
醒游客进入室内要戴好口罩。工
作人员加紧对民宿内的客房、公共
区域进行消毒通风，采取“一客一
消毒”模式，做到环境整洁、安全卫
生，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游客的住宿
安全。

“我们民宿目前要求所有员工

做好个人卫生防护，每天进入民宿
前，都要戴好口罩，并进行鞋底消
毒，做到服务勤洗手。就餐采取室
内和室外两种方式，小桌限2人，大
桌限5人。”民宿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目前，水峪嘴村的“欣憶府”和
“梦回古道”民宿已达到接待要
求。京西古道景区也将于“五一”
当天正式恢复开放。

水峪嘴村村干部付宏春介绍：
“我们将做好‘五一’期间的防疫工
作和景区的游览保障，做好人员进
景区的登记工作，每个进入景区的
游客都要扫‘北京健康宝’，确保未
见异常方可进入。如果人流过大，

我们将进行限流措施，确保人员安
全游览。此外，车辆也将做好记
录，按照固定的停放区域有序停
放。”

又讯（记者 陈凯）绿海运动公
园景观提升工程一直是我区市民
备受关注的重点工程。这个面积
超过50公顷的大型主题公园在经
过两年的施工后，已正式对外开
放。园内环境优美、设施齐全，许
多市民纷纷到此休闲散步、运动健
身，感受自然气息。

绿海运动公园位于我区新城
大街东侧，总面积达53.36公顷，总
投资1.53亿元。其中，绿化面积为
44.06 公顷，园内种植了槐树、榆

树、二月兰等各种树木和花卉，总
量达到5.2万株，形成了立体的植
被生态体系。市民身在园内，能够
感受到被“绿色”环抱的舒爽。

在休闲运动方面，公园设有塑
胶跑道和仿木质步道，使绿色与运
动相结合，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
此外，园内还建有一处人工景观
湖，路灯、景观灯、休闲座椅等基础
设施也一应俱全，市民在运动之
余，可以休息纳凉，静享自然生活。

区园林绿化局提示，“五一”假
期，公园客流量将有所增加，广大市
民要文明游园，严禁在公园内使用
明火，严禁野外用餐，不要乱扔垃
圾，做到赏景不伤景，踏青不毁青。

本报讯（记者 闫吉）4月27日
下午，区政府召开保持中小微企业
平稳发展专题会。区委副书记、区
长付兆庚出席会议。

会上，区发展改革委汇报《门头
沟区落实<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
应对疫情影响保持平稳发展若干措
施>实施细则》和《门头沟区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减免中小微企业房
租成本若干措施》；区财政局汇报2
至4月中小微企业房租减免资金测
算情况。

付兆庚要求，区发改委要与
市级部门加强对接，政策要对表，
做好措施细则的统计和汇总。各
相关部门和镇街要切实提高认
识，严格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
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影
响保持平稳发展的各项工作。政
策正式出台后，要加大宣传力
度，做好培训工作，确保政策落
到实处。

区领导陆晓光、庆兆珅、赵北亭
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4月 30
日上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
集中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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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彭利锋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
员参加学习。

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办公室
副主任杨中元解读了《北京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市人大常委会城建
环保办公室法规处处长李媛解读了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

张力兵围绕落实全市生活垃圾
分类和推进物业管理有关精神，结
合我区实际和学习体会强调了四点
意见：一是坚持以“红色门头沟”党
建为引领，进一步增强建设和谐宜
居美丽家园的责任感。二是坚持以

打造“绿水青山门头沟”为目标，进
一步做好垃圾分类工作。要把好源
头分类关，强化激励和监督；要把好
分类收运关，履行管理责任人义务；
要把好垃圾减量关，畅通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渠道。 三是坚持以满足
群众“七有”“五性”需求为导向，进
一步抓好物业管理。要强化法治引
导，突出坚持党建引领和物业服务
监管，规范物业企业和使用人行
为。要积极探索农村准物业管理模
式引入，鼓励基层大胆创新。四是
坚持以“讲奉献、争第一”为追求，进
一步压实垃圾分类和物业管理责
任。要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倡导文
明行为，在落实两个条例中践行“门
头沟四问”，凝聚起共建和谐宜居美
丽家园的不竭动力。

“五一”假期民宿、公园有序开放

区领导检查
高三复课及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屈媛）4月29日
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区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彭利锋带队
到首师大附中永定分校检查指导高
三复课及疫情防控工作，实地查看
了校门口体温初测点、观察区、教
室、食堂等点位。

在详细了解了校园消杀防疫、
开学复课、就餐环境管理等情况
后，付兆庚指出，区各相关部门和
各学校要结合实际情况，压紧压实
疫情防控工作责任，落实、落细各
项防控措施，筑牢校园健康安全防
线。要合理安排错峰错时就餐，最

大限度减少师生聚集。要严格把控
人员信息，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学校，
切实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校园绝对
安全。

付兆庚强调，要严格按照市教
委的要求，高标准做好学校复课工
作，狠抓各项疫情防控要求的落
实，注意科学防控。此外，区城管
执法局要对校园周边的环境加强
管理；区卫健委要加强对学校的卫
生防疫指导，优化防疫措施；区市
场监管局要加强检查，保障校内食
品安全。

区领导庆兆珅参加检查。

区领导到军庄镇进行节日综合检查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日，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国才到军庄镇进
行节日综合检查。

陈国才实地到永定河军庄镇管
护段、军庄村查看永定河补水工作
和村居疫情防控落实情况。

陈国才指出，军庄镇各相关部
门要进一步落实河长制，切实履行
属地责任，做好永定河补水期间各
项保障工作。针对“五一”假期游客
逐渐增多的情况，要强化日常巡查，

加大河道沿线管护力度，安排专人，
维护河道两侧及周边地区的环
境。要加强宣传引导，杜绝垂钓、
戏水等不文明行为，确保市民安全
有序到我区旅游。针对目前应急响
应级别下调，镇、村各级部门都要提
高思想认识，继续严格按要求，落实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根据各村居的
不同情况，全力以赴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

区领导张翠萍参加检查。

红色京西薪火相传
守护家园战“疫”有我

本报讯（记者 耿伟）4月30日
下午，团区委与北京农商银行门头
沟支行联合举办“红色京西薪火相
传，守护家园战‘疫’有我”纪念“五
四运动”101周年线上主题活动。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建华出
席活动。

全区各直属团组织团员青年、
区青联委员和志愿者代表600余
人，通过网络共同参加线上活动。
大家观看了短视频《疫情防控，青春
有责，团员青年在行动！》。来自我
区医疗、公安等战线的基层团干部，
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进行发言，讲述

基层团组织及团员青年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的付出与收获。大峪中学分
校的学生们朗诵了原创诗歌《英
雄》，歌颂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
相助的家国情怀，表达青少年立志
成才、建设国家的理想与担当。

全体团员青年重温了入团誓词。
王建华为我区青年们送上节日

的问候，希望大家要听党话、跟党
走，持续筑牢理想信念；要讲奉献、
争第一，在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
命、展现无悔担当；要创首善、争一
流，持续锻造青年铁军，施展才华抱
负，成就精彩人生。

据了解，西山梧桐项目是
我区首个共有产权房项目，位
于永定镇 3751地块内。项目
建 筑 总 面 积 为 98487 平 方
米。包括3栋地上21层、地下
3 层的住宅楼，2 栋配套商业
用房和 1 所幼儿园。住宅楼
包含一居、两居、三居三种户
型，共有 588 套，面积从 61 平
方米至106平方米。

“我们对所有施工人员及
厂区都进行封闭式管理，人员

施工过程中保持一米间距，并
进行一天两次的消毒，进出厂
区都有专职安全员进行测温
管理，包括对施工进出厂区的
车辆进行消杀，司机进行测
温。”张铎说。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相关工作，项目
部对所有施工人员进行了健
康信息监测，目前，所有工人
都结束了 14 天的医学观察，
已全部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