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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晖“四不两直”检查
疫情防控、新冠疫苗接种和创城工作

喻华锋带队开展
重点文旅项目拉练调研

本报讯（记者高佳帅）长期
以来，区中医医院和区医院
门前由于道路条件受限等
原因，导致就诊高峰期门前
常出现车辆排长队、秩序混
乱等问题，严重影响医院周
边交通秩序。区公安分局
交通支队经过反复勘察，测
算流量，因地制宜，用小切
口治大病的工作思路，对两
家医院逐一“号脉”“体检”

“会诊”，开出“治疗药方”。
针对医院周边道路的实

际情况，区公安分局交通支
队修改了路面标志标线、增
设临时车位、设立就医专用
通道、优化调整医院进出口
交通设施，同时，设立人性化
提示标志、加装非现场违法
采集设备，全面优化道路交
通环境。

目前，区 医 院 、区 中 医
医院门前交通秩序得到了
很大改善，一位市民说：“我
家就住在区医院后边，以前
早晨上班在这门口最少得
堵 10 分钟，现在车辆各行其
道，路不堵了，医院门前也
变得敞亮了。

本报讯（记者 陈凯）今年6月以
来，我区通过“以打存量为主，重新
划定起跑线，组建专家评估接种”的
模式，全力推进60岁及以上人群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目前 13 个镇街
中有6个镇街的老年人第一针接种
率超过91.2%。

记者在龙泉镇中门寺南坡临时
新冠疫苗接种点看到，前来咨询的
老人络绎不绝，现场安排了专家医
生，耐心为老人们答疑解惑，打消他
们的接种顾虑。

龙泉镇为推进 60 岁及以上人
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启动专项攻
坚行动，并积极与相关部门对接，组
建“现场评估”和“流动服务”两支队
伍，采取“专家评估+就近接种”的
机制，助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龙泉镇党委副书记王月超说：
“针对难度较大，存量较多的村居，
由镇里中层干部成立了8个工作专
班进行入户，把政策讲清讲透，持续
发力攻坚克难，最终实现60岁及以
上人群的应接尽接。”

据了解，目前，我区各镇街根据
实际情况，相继设立“专家评估接种”
专场，提供专家组上门评估和就近接
种服务，同时在各政务服务大厅、医
院窗口、常态化核酸检测点、社区卡
口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宣传，并通过

“一站式”全程陪伴机制，为老人接
种新冠疫苗提供“保姆式”服务。

6月7日以来，共有2155名老人
接种新冠疫苗第一针，共开展专家
评估接种专场60场，为2411位老人
进行评估。

本报讯（记者 陈凯）7月13日下
午，十三届门头沟区委召开第二轮
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区委书记金
晖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部署了十三届区委第二轮
巡察工作，宣布了十三届区委第二
轮巡察授权任命及任务分工决定。

金晖要求，一是要深入领会巡
察监督的本质，准确把握工作重
点。要深刻理解巡察政治监督本
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准确把握

“两个维护”根本要求，对标对表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和我区中心
任务，发挥“宣传队”作用，引领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忠诚履职、担
当尽责。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发挥“显微镜”作用，从小事查
起、从根源分析，将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的行动落到实处。二是
要牢固树立同题共答意识，主动接
受监督。要深刻认识发现的问题，
查找差距，改进工作，促进发展。
要积极配合巡察工作，把主动接受
监督的要求转化为积极配合巡察
的自觉，始终把规矩意识摆在前
面。要高度重视整改工作，主动查
找、主动报告，研究解决疑难问题。
三是要坚持用制度规范推动巡察
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提高巡察水
平，把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政策、权
力与责任的关系理顺，总结运用好
的经验做法，在提高巡察工作质
量、发挥巡察作用上再上新台阶。
要持续加强协作配合，从思想上、
责任上、机制上、组织上全面贯通、
全面融合。要持续强化纪律作风，
坚决维护巡察制度公信力，切实做
好巡察工作。

区领导王建华、曾铁军参加会议。

本报讯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闭
幕后，我区各委办局、镇街迅速学习落
实党代会精神，进一步推动党员干部
统一思想、凝心聚力，高质量建设“绿
水青山门头沟”，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潭柘寺镇组织召开全镇领导干部
大会。结合当前潭柘寺镇聚力绿色高
质量发展的工作实际，对下一步重点
任务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举旗定向，深
刻领会，坚定不移提高思想政治站位。
二是激扬斗志，勇立潮头，坚定不移落
实市区工作部署。三是因地制宜，提
档升级，坚定不移谱写绿色发展篇章。
引领广大党员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
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努力在新
的赶考之路上奋力书写崭新答卷。

斋堂镇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会议和专题会议。会议要求，全镇各
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三
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认真领会精神
实质、把握思想要义、锚定总体目标、
理清发展思路、找准工作抓手，把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目标要求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镇域
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强学习，真抓
实干转作风，统筹兼顾谋发展，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为切实把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学习好、领会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
好，中关村科技园区党工委高度重视，
迅速行动，采取领导干部“带头学”、线
上线下“融合学”、多种渠道“覆盖学”
三项举措，将认识、思路和行动统一到
会议精神上，全面贯彻落实会议要求，
确保各项工作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取
得实效。

园区党工委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
议，迅速传达学习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精神，并要求班子成员要准确把握党
代会的鲜明主题、奋斗目标和重点任

务，进一步凝聚思想政治共识。会后,
党工委书记又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

“微党课”。通过“三举措”，切实做到
把党代会精神讲清楚、讲明白，让园区
56个党组织878名党员听得懂、能领
会、可落实，为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

区文明促进中心党支部召开专题
学习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精神和市委十三届一次全会精神，和
全区领导干部大会精神。会议强调，区
文明促进中心要把学习落实党代会精
神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
治任务，筑牢思想、提升站位，凝心聚力
推进创城、文明实践等各项工作高质量
发展。会议要求：一是高站位谋划下半
年工作思路；二是高质量完成文明创建
全要素实地验收检查；三是高标准落
实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材料审核申报；
四是高效能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全面
工作；五是高起点锻造“文促先锋”硬

核团队。
近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理论学

习中心组召开会议。局党组书记传达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市委工作报告精
神、市委书记蔡奇在市委十三届一次
全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及全区领导干
部大会精神。会议要求，全局上下要
全面迅速行动起来，周密部署、精心
组织、分层分类，推动领导干部带头
学、党员群众集中学、退役军人广泛
学，确保党代会精神在全局落地生
根。对标对表进一步推动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工作，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
水平，聚焦退役军人工作，以党代会
精神团结引领退役军人工作现代化
先行。围绕权益维护、就业创业、优
抚褒扬等重点工作，不断完善退役军
人保障制度，有力提升退役军人获得
感、荣誉感、幸福感，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通讯员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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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何依锋）7月11日
下午，区委书记金晖“四不两直”
检查疫情防控、新冠疫苗接种和
创城工作。

在大峪街道文化中心新冠疫
苗接种点，金晖实地检查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情况，慰问接种点工
作人员。她强调，各镇街要迅速
行动，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加大
组织动员力度，以守护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为目标，持续推进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尤其保护好感染
风险较高的 60 岁及以上人群。
要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
力摸排辖区人员情况，坚持不懈、
持之以恒地开展正面宣传引导，
着力消除群众顾虑，主动接种新冠
疫苗。

在龙泉镇中门寺南坡一区、二

区社区，金晖实地查看了社区疫情
防控和创城工作。她强调，要结合
我区实际，抓紧组织开展最新防控
政策的宣传解读和培训，确保基层
防疫工作人员熟悉掌握、无缝衔
接。要抓好公共场所和“七小”门
店管理，压实物业责任，做好社区
疫情防控。同时，要强化创城“主
阵地”意识，按照测评体系对标对
表、找准差距、补齐短板，认真做好
整改工作，确保经得起“放大镜”式
检查。针对路面坑洼不平、乱停
车、绿化不到位、垃圾分类不达标
等现象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
物业公司和居委会及时整改，营造
更加良好的社区环境，让创城成果
持续惠及地区百姓。

区领导张翠萍、曹子扬参加
检查。

本报讯（记者 陈凯）7月9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喻华锋带队到
斋堂镇开展重点文旅项目拉练
调研。

喻华锋先后来到法城村、白虎
头村、沿河城村、柏峪村、灵岳寺，
详细查看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情况
和资源利用情况，并深入了解民宿
经营情况和基层文旅产业发展中
遇到的困难。

喻华锋指出，斋堂镇要巩固
白虎头村农旅融合发展成果，协
调好集体林场造林“主业”与林下
经济“副业”的关系，加快法城村
特色蜂蜜产业发展，带动更多农
民实现增收致富。要进一步优化
合作模式，推动景区旅游设施、
景点设置、服务配套等整体提
升。要紧抓国道109新线高速公
路项目建设契机，聚焦地区丰富
的文旅资源优势，推进一批基础
较好的重点文旅项目加快发展，
提升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有关部
门要加大扶持力度，在点状供地、
项目立项、资金支持等方面做好
衔接，助推山区文旅产业和乡村
振兴健康发展。

针对全区文旅产业发展，喻华

锋要求，要大力发展精品民宿，打
造“龙头”项目，带动文旅产业整体
发展；要挖掘地区特色资源，增强
我区文旅产业吸引力；要激活村
集体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
村域闲置资源转化利用；要持续
鼓励带动农民参与创业，加强宣
传培训，促进农民从就业到创业
的思路转变；要努力完善配套建
设，打造一批有亮点、有实效的
区域性旅游餐饮配套；要持续推
进乡村振兴点状供地工作，做好
各项政策对接落实；要积极发展
山地户外运动，激发文旅产业发
展新活力；要注重沟域资源整
合，发挥各类资源优势形成辐射
带动作用；要推进文农旅融合，
找出符合村情实际的产业融合
发展路径；要解放思想，转变观
念，结合市场需求，与时俱进加
快发展；要发挥好京西山水公司
区级文旅产业发展平台作用，积
极学习先进发展思路和管理模
式；要完善工作机制，总结经验教
训，推动地区文旅产业又好又快
发展。

区领导杨建海、马强、颉换成
参加调研。

盛夏，黑河沟内碧波
荡漾，素有“花中睡美人”
之称的睡莲悄然绽放。或
粉或白的花朵，盛开在翠
绿的莲叶上，秀气娴雅，尽
显夏日温柔姿态。花影照
水、暗香浮动，放眼望去，
朵朵睡莲宛如仙子，盛开
在京西大地，散发着诱人
的清香。

杜潇羽/文 段云朝/摄

精彩“莲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