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爽）连日来，

军庄镇结合地区实际，提前谋划、

周密部署，逐一排查镇域内的河

道沟渠与险房险户，对去年汛期

出现的安全隐患重点部位进行除

险加固，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记者在东山村绿谷沟看到，

两台挖掘机正在现场施工作业，

对沟道进行场地平整。数名工人

穿梭其间，清理淤泥杂物，并对沟

道进行硬化加固。

据了解，这条正在施工的绿

谷沟，与远处的一道果叶沟，均位

于东山村主沟上游，历来都是军

庄镇的重点防汛点位。

东山村党支部书记李华说：

“两条沟属于多年形成的自然沟

道，由于去年降雨量较大，冲刷下

许多淤积物，对村庄及下游的村

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一定影响。

经镇政府与多部门沟通协调，对

两条沟道进行清淤加固，预计今

年 7 月底完工，保证今年汛期顺

利行洪。”

与此同时，军庄镇还对一座

位于村庄主沟下游的危桥进行了

改造。

入汛以来，军庄镇第一时间

成立防汛应急抢险队伍，同时加

大河道清障和安全隐患排查力

度，制定完善险户转移安置方案

与撤离路线，并通过广播、标语、警

示牌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全力筑

牢防汛“安全堤”。

1.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立

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及时

通过手机、网络、电视、广播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暴雨最新

消息。

2.听从统一安排，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旧房屋、受山洪、地质

灾害威胁的群众提前转移到安置点避险，前往安置地点的路

上，要注意避免旧房屋倒塌或周边石块掉落伤人。

3.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

4.因地制宜，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

5.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返回家中，在户外

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
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

6.在山地如发现水流湍急、混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

爆发的前兆，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

7.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

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遇到下凹桥、下沉路、涵洞等低洼易积滞

水点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

火时，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立即下车到高处安全地带等待

救援。

8.注意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立即远离并报告电力部门。

9.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求救。

区应急管理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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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外溢成困扰
快速处理解民忧

区委农工委区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

乡村振兴红色铁军

本报讯 近日，城子街道广场社区居民向

社区居委会致电，反映小区外道路乱停车现象

严重，不仅影响到居民出行，还存在消防安全

隐患。

接到居民电话后，广场社区立即到现场核

实情况。经核查，小区部分车辆占用此道路临

时停放，导致道路狭窄，行人通行不便。社区

坚持以“事要解决”为导向，积极与城子街道

相关部门协调，并召开社区“两委”会和居民

代表会，共同研究解决对策。最终决定通过

在路边安装软质隔离墩的方式，解决道路乱

停车问题。

目前，路边12个隔离墩已全部安装完毕，

如今，这条长80米的道路交通井然有序，居民

出行也方便多了。“以前这条路上总有车辆停

放，走路实在不方便，安装隔离墩真好，现在安

全多了。”居民高兴地说。

本报讯 近日,永定镇石龙北

路 26 号 院 3 号 楼 的 居 民 通 过

12345 热线反映,小区下水管道

经常堵塞，一到下雨天，污水外溢，

气味难闻，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

活，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核实处理。

接到诉求后，永兴社区立即

响应，第一时间联系物业到现场

核实情况。经排查后发现，小区

地下管道严重堵塞，排水不畅，污

水已漫延路面，臭味刺鼻。社区

迅速协调区环卫中心安排抽水车

和环卫专业人员，对下水道里的

杂物进行清理。仅用一天时间，

下水管道完成疏通，共清理出杂

物2车、近10吨。

永兴社区用心用情为百姓排

忧解难，快速处理下水管道堵塞

问题，及时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

升居民幸福指数，得到了居民的一

致称赞。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供稿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年

来，雁翅镇芹峪村大力实施扶贫

项目，种植“大红袍”花椒，助力村

民增收。今年，已经是“大红袍”

花椒种植的第 5 个年头儿，目前，

花椒即将进入着色期，9月将迎来

丰收。

在花椒种植基地里，一棵棵花

椒树在蓝天和青山的掩映下，遍布

山沟，密密麻麻的果实长满枝头，

一簇簇颗粒饱满的青色花椒，在阳

光的照射下油光发亮，一些果实已

经开始逐渐变红。村民们正在对

花椒树进行夏季养护，虽然已是汗

流浃背，但大家干得很起劲儿。

正在干活的村民说：“今年雨

水比较大，花椒长势良好，减少了

灌溉成本，经过我们的精心管理，

今年一簇在 100粒以上，比去年明

显增多，最多可达 120粒。”

“大红袍”花椒是芹峪村 2017
年引进的帮扶项目，村内开发了闲

置 20年的 8条山沟,共种植花椒树

8000棵，面积达 120亩。

村民告诉记者：“预计今年湿

花椒产量在 10000斤左右，经过烘

干后可产生干花椒 2000 斤。目

前，除草灭荒工作已经完成，9 月

中旬前后将进入到采摘期，10 月

初就采摘完了。”

据了解，花椒树前两年为生长

期，第 3 年少量开花结果，之后产

量逐年增加，第 10年进入盛果期，

可持续 5到 10年。

一、品牌标识

以红色为基色，以山、水、乡、

村为基本元素，整体图形以圆形为

主，寓意区委农工委区农业农村局

党员干部在党的领导下，凝心聚

力、创先争优，为推进乡村振兴贡

献铁军力量。

二、创建背景
区委农工委区农业农村局坚

持以“红色门头沟”党建为引领，立

足职责使命，总结提炼出符合京西

乡村振兴要求、体现“三农”工作特

色的“四抓四争做”“乡村振兴红色

铁军”党建实践品牌，引领党员干

部为“绿水青山门头沟”乡村振兴

贡献力量。

三、主要做法
一是抓学习强党性，争做新时

代听党指挥的“排头兵”。坚持干

什么、学什么、练什么，制定“红色

大课堂”学习会制度，明确3大块

20项内容，全面筑牢“红色根基”。

通过邀请专家授课、开展当代马克

思主义读书会、建立职工书屋等，

在深学、细照、笃行中不断提高政

治觉悟、历练政治品质、增强政治

定力。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

党日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开展

“追寻红色记忆”“年轻干部驻点锻

炼”“双报到”等活动，激发机关党

员干部推进乡村振兴的荣誉感、责

任感、使命感。

二是抓队伍强基础，争做新时

代能征善战的“急先锋”。坚持把

机关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谋划、

同部署、同落实，全力抓班子、带队

伍、强管理、促规范。各支部充分

发挥“三农”领域牵头抓总和统筹

协调作用，加强第一书记考核管

理，强化村“两委”干部培训教育，

全面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落实

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任务，全

力培育懂政治、懂农业、爱农民、爱

农村、爱农业的“三农”事业建设

者，不断提升基层干部“把方向、护

生态、绿富民、抓党建、保平安”能

力。“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已覆盖

51个村，盘活闲置农宅300余套。

45个低收入村实现全面脱低“摘

帽”，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速达17.9%，全市排名第二。

三是抓难点强担当，争做新时

代勇挑重担的“突击手”。主要领

导靠前指挥、亲自部署，党员干部

主动担当、冲锋在前，扎实推进创

城攻坚冲刺，开展农村综合整治，

推广“垃圾不落地”模式。围绕农

村重点难点，加强调查研究，把产

业发展作为巩固脱低成果、促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在“门头沟小

院+田园综合体”发展上深耕细作，

扎实开展52个集体经济薄弱村消

除行动。在健全“村地区管”机制

上下功夫、出实招、用真劲，探索破

解全区耕地“碎、散、小”、山多地

少、宅基地历史遗留问题多等瓶颈

问题。

四是抓特色强服务，争做新时

代抓铁有痕的“实干家”。各支部

结合实际，扎实开展各类特色服

务。执法队党支部开展“绿盾护

农”执法行动，为保护农业发展、农

民利益和农村稳定提供保障。服

务队党支部开展“红色党建点亮美

丽乡村”特色党日活动，加强太阳

能路灯管护，为百姓做好事办实

事。疫控中心党支部发扬“红色螺

丝钉”精神，做好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工作。机关党支部和农综中心

党支部坚持“党建铸魂、情系三

农”，组建“义务送种子服务队”，深

入田间地头宣讲惠农政策，推广新

品种、新技术，解决百姓“急难愁

盼”难题。

四、创建成效
一是产业振兴迈上新台阶。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激发党员

干部勇于创新，积极实践，在理念、

拼服务，拼干劲上下功夫，以发展

“门头沟小院+特色农业”作为“两

山”理论转化的突破口，积极构建

精品民宿+“百果山”+农事体验+

农业观光等产业连点成片、串珠成

链的集群化综合发展格局，在

2020年度乡村振兴考核中排名全

市第二。

二是人才振兴得以新提升。

通过“从外抓，从内管”，夯实党建

基础，提升能力素质，推动各

项工作走在前、作表率。单

位荣获2020年度北京市脱

贫攻坚专项奖励先进集体、

首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

单位等称号；农业综合执法

大队获评第三批全国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示范窗口。

三是文化振兴取得新成效。

党史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系列活

动有声有色，第32届北京农民艺术

节、中国农民丰收节等活动有序开

展。开展“永远跟党走，追寻红色

记忆”活动，对全区农村地区50余

名建国前老党员进行摸排，梳理红

色故事，制作相关视频、电子书保

留红色文化。

四是生态振兴结出新成果。

将党建引领的“形”与生态振兴的

“魂”紧密结合，引导党员干部在推

进“七边三化四美”行动中善作

为，实现农村地区垃圾不落地全覆

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连续7次在

市级全面核查中综合排名第一。

分两批启动4镇8个村（地区）煤改

电工作，成功获批北方地区冬季清

洁取暖项目，快速推进农村“煤改

电”工作。

五是组织振兴得以新巩固。

全区178个村在全市率先高质量

完成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为

强化乡村治理、推进平安乡村建

设提供政治过硬、担当作为的干

部保障。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创新，将党建引领接诉即办、物业

管理等城市基层治理的成功做法

和经验推向农村，有效提升乡村治

理水平。

推荐单位：区直机关工委

本报讯 近日，区卫健委走进

王平镇，开展以“守护老年人钱袋

子”为主题的老年人防范诈骗知

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耐心地向

老年人详细讲解如何预防诈骗的

相关知识，通过保健品骗局、温情

骗局等典型案例，提示老年人不

要轻易将个人资料、银行卡信息、

手机号码等内容泄露给他人。遇

事应及时与儿女、亲属沟通商议

或拨打报警电话。同时，还为老

年人讲解、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为老年人远离电信网络诈

骗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通过此次防范诈骗知识宣传

活动，进一步提高了老年人的防

诈骗意识，增强识骗、防骗能力，

提升了辖区老年人的安全感。

区卫健委/供稿

陈宝健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被原告天津某公司诉至门头沟

区人民法院，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05月20日作出判决，

由被告陈宝健支付原告天津某公司欠款74405元及利息。因被

告陈宝健未能按期履行法律义务，原告天津某公司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已向被执行人陈宝健送达了执行通知

书及财产报告令，但被执行人陈宝健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

执行案号：(2021)京0109执2948号

立案时间：2021年11月09日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陈宝健

年龄：30岁

执行法院：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2021）京0109民初500号民事判决书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币74405元及利息

被执行人履行情况：履行0元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

户籍所在地/经常住所地：广东省陆丰市八万镇

区法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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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卫健委

开展老年人防范诈骗知识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