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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环保督察整改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北京

我区全力以赴做好督察服务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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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中学习

区政府召开
物业满意度调查工作专题会

区政府召开提高城管系统
执法水平工作专题会

本报讯（记者 耿伟 杨爽）8月
31日上午，区委书记张力兵，区委副
书记、区长付兆庚等区领导在我区
分会场，参加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督察北京市工作动员会。

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切实统一思想，全力做好情况汇
报、资料提供、督察整改等各项配
合工作，确保督察顺利推进。

随后，区委、区政府召开门头
沟区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督察
服务保障工作动员会。区委常委、

副区长、统战部部长张翠萍部署我
区迎接第二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

张力兵要求，全区上下要立即
动员起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以及市委、市政府相
关工作部署和要求，以生态环保督
察迎检工作为契机，全面提升我区
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工作。

一是要以当好“两山”理论守护
人为崇高使命，统一思想认识。作
为首都生态涵养区，我们一定要从
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环保督察要求和
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彰显

“绿水青山门头沟”城市品牌，不折
不扣地配合好此次督察工作。

二是要以打造“绿水青山门头
沟”为目标追求，全力以赴迎检。各
级、各部门会同各专项组，要坚持做
到实事求是，按要求及时、全面、规
范报送相关调阅资料，保证资料的
真实性、针对性、完整性。要坚决做
到快速整改，对督察组反馈的问题
全面认领、立行立改，落实好接诉即
办“五个亲自”工作要求，避免形式
主义和官僚主义。要坚决做到纪律
严明，主动积极配合督察组工作，虚
心接受群众监督，以坚定的纪律性
展示京西铁军风采。

三是要以“红色门头沟”党建
为引领，强化组织保障。各部门、
各单位要积极发扬“讲奉献 争第
一”的门头沟精神，主动下沉，落实
职责分工，加强完善组织领导和组
织架构，研究完善落实体制机制。

张力兵强调，要全力以赴，配
合好此次督察工作，为首都争光，
为我区赢得荣誉，努力在更好水平
上打造“两个品牌”，当好“两山”理
论守护人。

区领导陆晓光、张金玲、范永
红、王建华、金秀斌、庆兆珅、陈波、
赵北亭、王涛、李晓峰、张满仓参加
会议。

本报讯（记者 马燊）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是推进我区生态保护
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区不断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涉及
生态污染的违法行为，创造了良
好的人居环境。

数据统计，自 2017 年起，我
区空气质量逐年提升，截至今年7
月底，我区PM2.5累计浓度为每
立方米 37微克，比 2017 年的每
立方米54微克下降了31.4%。通

过执法行动，淘汰高排放老旧机
动车7387辆，建立了“固定执法+
机动执法+点穴执法+跨区域执
法”的联动执法模式，累计检查机
动车 403.23 万辆，重型柴油车
13.89万辆，查处超标车辆1.64万
辆，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 1242
台，处罚120起。

不间断的大气污染执法，形
成了强有力的环保工作格局。另
一方面，我区针对“碧水保卫战”

也开展了大量工作。在保障水环
境工作中，率先实施河长制，深化

“清河行动”，配合实施年度永定
河生态补水，成功创建国家水生
态文明试点城市，实现66条658
公里河道河长体系全覆盖。

与此同时，我区进一步强化

空间布局、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支
持京煤集团关停了大台煤矿，积
极防范建设用地新增污染，加强
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管理，强
化污染防治责任落实。截至目
前，我区土壤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3个土壤过孔监测点位均
达到国家标准。

除此以外，我区还持续在扩
大生态空间上下功夫，累计投资
50多亿元，完成了4.2 万亩新一
轮百万亩造林任务、28.35万亩京
津风沙源治理项目、36万亩国家
级公益林管护和林木抚育工作，

“创森”36项指标已完成 30项。
2019 年，全区林木绿化率达到
70.02%、森林覆盖率达47.8%。

同时，我区结合“六城联创”，
积极落实“三个条例”，持续改善
市民生活环境。截至目前，新建
改造了122座污水处理厂站，建
成污水管网330多公里，实现了
城乡垃圾分类全覆盖。今年 5
月，我区分别获得全市农村人居
环境考评第一和首环办生态涵养
区环境考评第一，生态建设取得
显著成果。

本报讯（记者杨铮陈凯）区体育
文化中心项目工程是市区两级重点
工程，近日，记者从区公共工程服务中
心了解到，该工程进度已达50%，目前
施工方正在进行钢结构和二次结构
建设，全部工程预计明年底完工。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建筑的
主体结构已经完工，整体外观基本
成型，工人们正在进行外体钢结构

和二次结构建设工程。由于建筑
造型新颖、结构复杂，因此搭建外
部钢结构成为这项工程的一大难
点。为了保障工程质量，施工方对
建设方案进行多次调整，制定解决
办法，并对每个施工环节严格把
控，确保施工安全。

区体育文化中心建设工程副
经理刘睿介绍：“由于建筑的外形

很特殊，是一本打开的书，造成外
围钢结构造型多、节点复杂。因
此，对拼装及吊装精度要求非常
高，通过利用三维模拟技术进行预
拼装、预吊装演示，保证现场施工
的顺利推进。钢结构和二次结构
施工将在今年10月完工，下一步转
入外部墙和内部装修阶段，整个工
程预计在明年底可以全部完工。”

据了解，区体育文化中心总建
筑面积 13.29 万平方米，建筑高度
41.5米，分为地上五层、地下三层。
建设内容包括体育、文化两大功能
板块。体育功能板块由体育馆、游
泳馆、全民健身中心、体育运动学
校、室内冬季运动场构成。文化功
能板块由文化馆、图书馆、剧院、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构成。

本报讯（记者何依锋屈媛）8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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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国才，区政协主
席张永，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
贵明等区领导参加学习。

会议邀请国防大学战略研究
所原所长、海军少将杨毅，围绕
《新格局、新挑战、新方略——
“后疫情”国际格局震荡带来的

挑战与应对》主题作专题辅导报
告。杨毅从世界格局、国际关系、
战略安全、机遇挑战等方面进行
了授课。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思考杨
毅少将的讲课内容，着眼“后疫情”
时代的新格局、新挑战，积极探索有
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
法，以新思路推动全区各项工作实
现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闫吉马燊）8月29
日下午，区政府召开“十四五”规划
编制工作专题会。区委副书记、区
长付兆庚出席会议。

会上，区相关部门和设计公司
详细汇报了《门头沟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草
案（第一稿）》，并进行了讨论。

付兆庚指出，“十四五”规划编
制，是指引我区未来五年发展的重
要纲领性文件，希望设计单位进一
步深入到百姓身边，问需于民，坚
持问题导向，结合我区功能定位和
资源禀赋，牢牢把握生态这一主
线，有针对性地细化编制内容，确

保规划更加务实高效。要广泛收
集意见，积极走访我区各镇街、部
门，不断提高规划品质，突出规划
引领发展的重要性，切实有效的为
门头沟未来发展提供指引。要着
重强调我区产业、文化、城市建设
等方面布局的合理性，以城市发展
为主线，串联精品民宿、文旅休闲、
智能制造等高端产业发展，全力提
升我区“红色门头沟”党建品牌和

“绿水青山门头沟”城市品牌的影
响力，助力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

区领导陆晓光、张翠萍、赵北
亭、王涛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杨铮陈凯）8月31
日，区政府召开物业满意度调查工
作专题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
庚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区住建委汇报了物业管
理住宅小区调查问卷总体情况，相
关单位进行表态发言。

付兆庚指出，区各相关部门要
高度重视这次满意度调查工作，认
真分析调查结果，找出问题根本，合
理制定解决方案，有效提升群众满
意度。要加大物业企业的管理力

度，将物业服务满意度调查常态化，
结合12345群众诉求，定期梳理群
众反映的问题，对物业企业进行打
分，针对排名靠后的企业，要进行约
谈和监督指导，对长期服务不到位
的物业企业，实行末尾淘汰制度。
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落实物业
管理条例、垃圾分类不合格的企业
实施高限处罚，进一步规范行业服
务标准，强化行业自律行为，不断提
升我区物业服务管理水平。

区领导赵北亭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马燊闫吉）8月29
日上午，区政府召开提高城管系统
执法水平工作专题会。区委副书
记、区长付兆庚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区城管执法局部署了城
管执法系统提升队伍建设、执法水
平相关工作，相关单位进行了表态
发言。

付兆庚指出，城管执法权限多、
涉及面广，对全区整体环境秩序保
障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区各城管
执法队伍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
责任感，认真做好当前重点工作的
服务保障，特别是在生活垃圾管
理、“三类场所”疫情防控、大气污

染防治和占道经营管理等工作中
发挥主力作用，切实做到执法有力
度、检查有效果，推动各项工作顺
利完成。要做好下放职权后续工
作，深入统筹人员管理问题，积极
化解管辖争议，杜绝推诿扯皮现
象，切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
面，保障我区城市秩序运行稳定。
要进一步强化执法力度，加大对全
区违法建设、违规商贩等乱象进行
治理和处罚，深入结合我区“创
城”、环境整治、污染防治等行动，
开展好各项执法工作，推动我区持
续健康发展。

区领导王涛参加会议。

市扶贫办来我区调研消费扶贫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修钰闫吉）8月

31日下午，市扶贫办副主任姚忠阳
一行来中骏扶贫产品团购部和位于
三家店的扶贫双创分中心调研扶贫
产品销售情况。区委常委、常务副
区长陆晓光一同调研。

姚忠阳详细了解扶贫产品的种
类和销售数量，他说，扶贫产品销
售，一要与市级政策积极对接，做到
扶贫资金专款专用，确保消费扶贫
资金落到实处；二要做到由政府主
导，不断提高扶贫销售点的仓储、再

加工能力；三要拓宽销售渠道，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方式，线下创
新采购模式，与线上销售形成合力；
四要及时总结此次扶贫工作中的创
新经验，助力扶贫工作顺利开展。

陆晓光表示，在市级政策的扶
持下，我区的消费扶贫工作成效显
著。下一步，区政府将积极与市级
政策相对接，努力做到多渠道推广
销售，并做好现场人员的秩序管理
工作，满足到店顾客的购物需求，确
保消费扶贫各项任务高质量完成。

不断提高规划品质 确保规划务实高效

区政府召开“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专题会

本报讯（记者刘鹏）近日，同仁堂
医药投资集团董事长饶祖海就医药
康养项目到雁翅镇淤白村进行实地
调研，了解我区文旅产业发展及“门
头沟小院”精品民宿建设情况。区
委常委、副区长庆兆珅一同调研。

饶祖海介绍了医药康养项目相
关情况，希望能与门头沟区委、区政
府合作，发挥同仁堂集团的优势资
源，结合“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品
牌，将药膳、药浴、中医问诊等医药

康养项目引入到门头沟区，助力地
区文创产业发展。

庆兆珅表示，医药康养项目符
合我区生态涵养功能定位和总体发
展思路，希望双方进一步沟通对接，
研究合作模式，依托“门头沟小院”
精品民宿品牌，着力发展民宿的“周
一到周四经济”，同时深入挖掘旅游
资源的文化内涵，持续优化经营项
目结构，助推全区文化旅游产业创
新升级。

强化对接合作 打造康养项目

根据安排，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个月。

进 驻 期 间 (2020 年 8 月 31 日 - 9 月 30 日) 设 立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010-
84949200，专门邮政信箱：北京市A01204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

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

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

地区处理。

督 察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