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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门头沟区委十二届十三次全会召开中共门头沟区委十二届十三次全会召开

区委政法委理论中心组进行集中学习

党员义务植树 为京西再添新绿

本报讯（记者 马燊 何依锋）
4 月7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门头
沟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
体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张力兵，区
委副书记、代区长喻华锋，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维刚，区政协主席张
永，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贵
明出席会议。

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会上，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

部长王建华作《全区村和社区“两
委”换届总结报告》；喻华锋通报
《全区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并就《门头沟区部分行政区划调整
方案（送审稿）》进行说明；区委常
委、区委宣传部部长、区委办主任
金秀斌就《门头沟区誓夺全国文明
城区三年冲刺行动计划（2021-
2023年）》进行说明。会议表决通
过《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十二届
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决议》。

张力兵指出,这次全会，既是
对“十四五”开局首季进行全面盘
点，又是以开启“创城”新周期、推
动行政区划调整为契机，对“十四
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刚刚过去的一季度，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市委十二
届十五次、十六次全会精神，深入
落实市委书记蔡奇同志2018年以
来7次调研我区指示精神，特别是
蔡奇书记强调的“‘十四五’开局看
首季”的要求，按照区委十二届十
一次、十二次全会部署，坚定立足
首善、勇争第一、绿色发展、生态富
民，圆满实现296个村和社区一次
选举成功率100%，荣登全国文明
城市提名城市榜单，城乡接合部现
代化初步摸索出一条新路径，“创
森”36项指标达标29项，“一线四
矿”铁路周边景观提升完成初步规
划设计，永定河山峡段生态修复工
程土地流转腾退顺利完成，一季度
PM2.5平均浓度排名全市第四，并
在1月份全市环境建设专项检查中
位列生态涵养区首位。同时，支持
中关村精雕智造科技创新中心累
计吸纳会员企业366家，总产值达
到1159万元；支持中关村人工智能
科技园先导园累计吸引科技企业
17家，入驻率达85%。另外，将受
援地区300余种扶贫产品整合纳入

“灵山绿产”品牌，启动“门头沟小
院+”长城文化带等3条生态沟域
建设，做到了开局开出新气象、开
出精气神。

张力兵强调，当前，二季度工

作已经全面开启，我们召开全会谋
划推动全区重大工作，并通过会
议、调研等多种形式，密集调度各
项工作，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在“两
委”换届这场大考过后，劲不懈、势
不减、扣不松，拿出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的劲头，一刻不停谋发展、一
刻不停抓落实、一刻不停争第一，
确保“十四五”更高质量开局起步。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一是要把牢“创城”总抓手，
高水平打造“绿水青山门头沟”城
市品牌，一方面瞄准“创城”总桂
冠，战如风发再拔头筹，另一方面
擦亮创建总品牌，攻如河决再立新
功，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环
境保护模范城市为带动，继续巩固
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国家
卫生区复审成果，争创全国双拥模
范城“五连冠”，勠力同心打好总体
战，敢打敢拼打好攻坚战，续写辉
煌篇章。

二是要抢抓区划调整新机遇，
高质量构建“一园四区一小院”绿
色发展新格局，坚持旗帜鲜明讲政
治、改革创新促发展、精益求精强
治理，做到变中求新勇担当、变中
求进勇开拓、变中突破勇争先，进
一步优化城乡空间布局，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提升城市精细管理水平

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要激发党史学习教育红

色动能，高标准打造更多“红色门
头沟”党建实践品牌，一方面坚持
学党史、悟思想，按照党史学习教
育安排，确保规定动作到位、自选
动作出彩，广泛开展面向基层的宣
讲活动，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打造“红色门头沟”党建实
践品牌。另一方面，要坚持办实
事、开新局，充分发挥“关键少数”
的示范效应，引导党员干部把忠
诚、干净、担当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落实好《关于推进高质量发展综合
考评的意见》，系统性打造各领域
京西铁军品牌。

最后,张力兵强调，惟有永葆
初心，方能永立潮头；惟有我将无
我，方能不负人民；惟有坚定前行，
方能勇攀高峰。我们要大力发扬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始终
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韧劲，
脚踏实地、埋头耕耘的干劲，立足
首善、勇争第一的拼劲，信心满怀
奋战“十四五”，昂首阔步踏上新征
程，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

区委常委范永红、庆兆珅、张
翠萍出席会议。区委委员、候补委员、
不是区委委员的区领导参加会议。

一尘不染的长袍，油亮整齐的
头发，浓密的胡须掩盖不住坚毅的
面庞，这是马丽颖脑海中祖父马骏
永远的青春形象。

他，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
第一位共产党员；他一生都在为救
亡图存奔走呼号；他英勇就义时年
仅33岁。

65 岁的马丽颖，一生都在收
集祖父的各种资料。许多的故事，
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百年前，去见
证这位共产党员风华正茂的青春。

我要牵着你的手
马骏出生在吉林宁安（今黑龙

江省宁安市）一个回族家庭。他热
爱读书，关心国家大事，父亲带回
宣传十月革命的俄文小册子，让马
骏逐步接触到新思想。他和杨秀
蓉结为夫妻后，不论走到哪，都紧
紧牵着杨秀蓉的手。

“奶奶常常讲起这件事。她
说，虽然难为情，但心里更多的是
对爷爷的信任和依赖。”马丽颖说。

不仅执意要牵手，就连杨秀蓉这
个名字，都是马骏起的。那时，许多妇
女随夫姓，杨秀蓉曾被唤作“马杨氏”。

被新思想洗礼的马骏，看不惯
这样的习俗，不仅给妻子起了名

字，家里的女眷都被他重新拟了正
式的名字。“男女平等，我们要尊重
女性。”马骏说。

1922年，马骏回到家乡，组建
了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宁
安党小组”，从事地下工作。夫妻聚
少离多，天津、北京、吉林……远赴
各地开展革命活动的马骏，常常是
悄无声息地离家、归来，如此往复。

革命比生命更重要
1919 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

至天津，学生们立刻组织起来。正
在天津南开学校求学的马骏，凭借
出色的组织能力成为学生运动的
重要领导人。

正值“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
罢市”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本来已经
同意罢市的天津商会，迫于政府压
力临时反悔。马骏听到这一消息，
迅速赶到商会，要求他们履行承诺。

会堂里，一位张姓商人接连质
问马骏：“马同学家在天津否？在
天津有财产否？在天津有家眷
否？”马骏均回答：“没有。”张姓商
人又问：“马同学家不在天津，在天
津也没有财产，可知道罢市给我们
商人带来的损失？”

听到如此挑衅之言，马骏反问

张姓商人：生命和财产哪个重要？
张姓商人回答：当然是生命。马骏
激昂地说：“马骏在天津既无家眷
也无财产，但有生命在此。今天我
就用我的一条命换你的财产！”

言罢，马骏一头撞向室内的一
个大木柱，当场头破血流，晕死过
去。在场的商人们大惊失色，深受感
动，会长当即表示立即恢复罢市。天
津的革命运动掀起新的高潮。

别管我，让我和他们“骨碌”
1927 年，白色恐怖笼罩大江

南北，中共北方区组织被严重破
坏。正在莫斯科学习的马骏奉调
回到北京，负责恢复党组织工作。
当年 12月，由于叛徒出卖，马骏不
幸被捕。消息被秘密传到宁安，杨
秀蓉带着刚满 3岁的小女儿，当掉
所有家当，急匆匆赶往北京。

正是寒风刺骨的时节，北京一
个胡同外，一位女子用尽全身力
气，把一个小女孩托举到高高的铁
窗前。“看得到吗？”杨秀蓉在外面
喊。“看得到。”阴暗的监牢传来马
骏嘶哑的声音，却难掩开心。

“下回你申请特殊接见，这样
咱俩就能在屋里见面，我也能抱抱
孩子。”马骏隔着一道墙和杨秀蓉

大声说。
第二次探监，马骏如愿以偿。

短暂的团聚，让阴冷的监牢里多了
些温暖，马骏抱着孩子亲了又亲。
当杨秀蓉提出用钱“疏通”把马骏
赎出去时，可没想到，这一提议被
他严词拒绝。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
子们今后能过上好日子。”马骏说，

“你要好好教育孩子，不要乱花钱，
别管我，让我和他们‘骨碌’（纠缠
的意思）。”句句叮嘱，在杨秀蓉听
来，却是锥心之痛。她知道，这一
别，也许就是永远。

1928 年 2 月 15 日，马骏英勇
就义。

被押赴刑场的路上，马骏还在
用洪钟一样的声音不停高喊：“中
国共产党万岁！”长长的胡须随风
飘舞，他正义凛然，面无惧色。

“爷爷的一生是短暂而光辉的
一生，为了人民，他不惜牺牲生
命。”马丽颖说，“他的精神，我们会
一直传承下去，勇敢前进！”

新华社记者 段续 徐子恒
（据新华社长春1月25日电）
——摘自 2021 年 01 月 28 日

《北京日报》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记者日
前从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组委
会了解到，第十二届北京国际山地
徒步大会于4月8日正式启动。本
届徒步大会以“徒步京西、乐享四
季”“徒步古道古村落，引领休闲新
生活”“徒步绿水青山、享受美丽庭
院”为主题，将为徒步爱好者献上
一场徒步盛会。

本届徒步大会共设4个分站赛
13条路线，既包含绿水青山的“门
头沟小院+”路线，也涵盖了红色抗
战的人文风景，通过以分站赛、月
月走、线上走三种模式，为徒步爱
好者呈现精彩纷呈的徒步活动。
徒步爱好者可通过大会官方网站
（www.bjwalking.com）或官方微
信（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查询
路线信息及报名事项。

据了解，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本届徒步大会将依托
我区丰富的红色文化和山地徒步

资源，开展红色主题系列徒步活
动，带领徒步爱好者感知京西红色
文化，重温薪火革命岁月，重走古
道初心路，让徒步爱好者在徒步亲
近绿水青山美景的同时，尽阅革命
先烈的动人故事。

此外，“门头沟小院”也是今年
徒步活动中的全新体验，本届徒步
大会与门头沟田园综合体相结合，
把徒步路线周边高质量、有特色的

“高颜值”精品民宿一同呈现给徒
步爱好者。将田园风光融入到徒
步活动中，让“门头沟小院”作为休
闲生活新体验，使徒步爱好者在享
受山地徒步运动的乐趣之余，也能
有更多的休闲娱乐选择，充分享受
田园、山林的拥抱，享受悠闲生活
时光。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徒步大会
还打造了“月月走”全新的徒步模
式和徒步体验。组委会将在“新网
红—门头沟小院”周边开发设计具

有“田园+山地”色彩的徒步路线，
自 5 月起活动月月不断，贯穿全
年。据悉，将在妙峰山镇、王平镇、
潭柘寺镇、雁翅镇、斋堂镇、清水镇
等地，因时因地组织开展“小而精”
的徒步活动。

本届徒步大会将在4个分站进
行，区内将开展7次徒步活动。一
是京西古道7公里徒步路线，活动
时间为5月 15日，活动地点在妙
峰山镇水峪嘴村（京西古道景区）
和王平镇韭园村。二是红色文化
5公里徒步路线、驼铃古道5公里
徒步路线，活动时间为5月22、23
日，活动地点在妙峰山镇炭厂村
（神泉峡景区）。三是定都瞰京7
公里徒步路线，活动时间为6月2、
3日，活动地点在潭柘寺镇桑峪村
（定都峰景区）。四是京西星火10
公里徒步路线，活动时间为6月19
日至7月4日。活动地点在雁翅镇
田庄村（京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

部）。五是古韵斋院5公里徒步路
线，活动时间为9月4日，活动地点
在斋堂镇黄岭西村。六是乐享巅
峰小院8公里徒步路线，活动时间
为10月16日，活动地点在清水镇
洪水口村。七是红色之旅10公里
徒步路线、山水人家20公里徒步
路线和京西古村 20 公里徒步路
线，活动时间为9月 11、12日，活
动地点在斋堂镇。

今年的徒步大会还设有云南
盘龙站，路线名称为野趣横生13.5
公里徒步路线，活动时间为4月18
日，地点在昆明市盘龙区（野鸭湖
风景区）。广东平远站，路线名称
为“赏丹山碧水 行红色古道”18公
里徒步线路，活动时间为 5月 29
日，活动地点在梅州市平远县中行
镇。山东滕州站，路线名称为悠游
龙山龙湖20公里徒步路线，活动时
间为9月25日，活动地点在枣庄市
滕州市。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
次全体会议，于2021年4月7日召开。区委常委会主持会
议。全会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市委十二届十
五次、十六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蔡奇同志2018
年以来七次调研我区指示精神，审议通过了《门头沟区誓
夺全国文明城区三年冲刺行动计划（2021—2023年）》，研
究讨论了《门头沟区部分行政区划调整方案（送审稿）》，听
取了《门头沟区村（社区）“两委”换届总结报告》。区委书记
张力兵同志作了讲话。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喻华锋同志通
报了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全会强调，自2018年启动“创城”攻坚以来，全区紧扣
“三步并作两步走、三年实现双达标、六年实现摘桂冠”的
总目标，勠力同心、艰苦奋斗，推动我区创城工作连续三年
在全市拔得头筹，成功荣登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榜单，
为首都文明创建闯出了新模式、树立了新标杆。面对“创
城”新三年，全区要始终坚持立足首善，勇争第一，按照
2021年攻坚冲刺、2022年决战冲刺、2023年决胜冲刺的
工作步骤，坚持高标首善、为民惠民、全民参与、全域覆盖、
协同互促、常态长效的工作原则，聚焦“六大攻坚行动”抓
创建，勇夺“创城”冲刺新辉煌，确保如期摘得全国文明城
区总桂冠。

全会认为，我区部分行政区划调整方案认真落实中央、
市委关于行政区划工作的要求，贯彻《行政区划管理条例》，
是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实现城市功能、发展方式和管理模式

“三个转变”，符合高质量绿色发展要求，经过慎重研究制定
的重要方案。全会同意，将该方案按程序报市政府审议。

全会指出，今年一季度，全区按照区委十二届十一次、
十二次全会部署，率先高质量圆满完成村（社区）“两委”换
届，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稳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实现了“十四五”首季良好开局。要按照坚定“一个
方向”、坚持“两个原则”、打造“两个品牌”、建设“五个之
城”、推进“三四三六”工程、构建“一园四区一小院”绿色发
展新格局的总体思路，劲不懈、势不减、扣不松，扎实有序
推动全区各项工作，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全区人
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在中央、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始终保持当好“两山”理论
守护人的追求，持续发挥“红色门头沟”党建品牌优势，以党史学习教育为
契机，信心满怀奋战“十四五”，以“讲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神，昂首阔
步踏上新征程，奋力书写高质量建设“绿水青山门头沟”的辉煌篇章，以更
加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3月6日
上午，区委政法委理论中心组进行
集中学习。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刘贵明出席会议。

会上，区委政法委领学《论中国
共产党历史》，班子成员围绕党史学
习开展交流研讨。

刘贵明指出，区委政法委要实
事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
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开展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代

使命感。要明确总体要求，全力落
实好教育整顿工作各项目标任务，围
绕打造“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
放心的政法铁军”这一目标，坚持问
题导向，深化自查自纠，提升政法干
警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更好地履行
新时代政法工作职责。要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坚决做到政治过硬、业务
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
硬，着力锻造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
住、能放心的京西红色政法铁军。

本报讯（记者 闫吉）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为积极响应全民义务
植树号召，丰富“主题党日”活动内
容，区城管委机关党委、区融媒体
中心党支部，组织党员到定都峰义
务植树点，开展“党建引领旗帜红，
义务植树添新绿”主题党日活动，
以植绿护绿，助力地区发展，用优
美的生态环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

参与活动的党员们个个
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分工合
作，配合默契。三个一群，五
人一组，有的挥锹培土，有的
扶树苗，有的夯实土层。经过
2个小时的忙碌，共栽植50
余棵树苗。为京西再添新绿，

火热的劳动场景也给春天增添了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

植树活动后，全体党员参与了
潭柘寺镇、龙泉镇联合开展的“‘柘
’般红色峰景，‘泉’靠党建引领”特
色党日活动，聆听红色故事，重温
入党誓词，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
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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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时隔一年重新启动

来生再牵你的手
——忆黑土地上的播“火”者马骏

本报讯（记者 闫吉）4月7日下
午，区政府召开永定河山峡段综合
治理项目进场协调会。区委副书
记、代区长喻华锋出席会议并讲话，
副区长王涛主持会议。

会上，永定河流域投资公司汇
报了永定河山峡段综合治理项目建
设内容、施工进度计划安排；区水务
局汇报永定河山峡段综合治理项目
地上物腾退工作进展情况；沿河镇、
村代表进行了发言；区纪委监委、区委
组织部、区委政法委提出工作要求。

喻华锋指出，此次会议是对开
工前的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带动大
家紧抓施工黄金期，进一步统一思
想、坚定信心，快速行动起来，集中
精力抓建设，高标准、高水平、高起
点组织施工，全力保障永定河综合
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在我区扎实、
安全、高效推进。

就更好推进永定河山峡段综合

治理工程，喻华锋强调，全区上下要
进一步提高站位，充分认识永定河
综合治理作为市区两级“一号工程”
的重要意义，主动担责、主动配合、
主动作为，确保把永定河建成“流动
的河、绿色的河、清洁的河、安全的
河”。要严格按照方案内容、职责分
工，加强协调、密切配合，为工程建
设保驾护航。

喻华锋指出，各相关部门要立
足本部门职能作用，主动服务对接，
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工程涉及的各
镇、村，要提高认识，压紧压实保障
主体责任，加大协调力度，积极对
接，做好进场开工的后勤服务保
障。各参建单位要坚持高标准规
划、高水平设计、高效能组织、高质
量施工，完善工作机制、提升管理水
平，积极配合属地完成年度各项考
核任务。同时，要切实做到“八个必
管”，确保治理工程顺利推进。

区政府召开永定河山峡段
综合治理项目进场协调会

徒步绿水青山 享受美丽庭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