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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价值
当好“两山”理论守护人（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接1621期）
三、牢记“国之大者”使命担当，

高效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

体现。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的重大

社会问题。作为首都的革命老区，老

区人民既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出了“一

腔血”的巨大牺牲，又在新时代作出

了“一片绿”的巨大奉献，让老区人民

过上更加幸福生活是我们的政治担

当和历史责任。

面向未来，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牢记门头沟人民作出的历史奉

献，牢记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深刻

理解我们打造“两个品牌”、当好“两

山”理论守护人的目的，聚焦“七有”

“五性”需求，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接诉即

办，探索更多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的

经验做法，推动绿色发展与改善民生

有机结合，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创城工作为抓手，把“我为群

众办实事”落到实处，紧扣“三步并做

两步走，三年实现双达标，六年实现

摘桂冠”的总目标不动摇，持续激发

“我要创”“全民创”的热情，持续深化

“门头沟点赞”大拇指行动、“门头沟

热心人”志愿服务活动，鼓励基层探

索，创新工作举措，完善保障机制，全

民动员、全力攻坚，力争在全市保第

一、在全国争第一，奋力争取2023年

誓拔头筹摘桂冠。

四、坚持系统观念，集聚地区高
质量发展合力

作为首都的生态涵养区，理应具

备大国首都的大格局和大视野，不但

要善于扑下身子埋头干、心无旁骛苦

耕耘，更要善于借势借力谋发展、开

放合作聚资源，特别是要善于从京津

冀协同发展、“两区”建设等大局大势

中找准定位、捕捉机遇，主动争取国

际、全国、全市的优质资源，与我区特

色的生态、文化资源优势对接，促进

各类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多领域统

筹，增强各类机遇优势的叠加效应。

在这方面，近年来，我区通过与市级

部门、市属企业、各民主党派市委等

建立对口帮扶机制，通过与西城区、

石景山区、京能、京煤、首钢等建立协

同发展机制，通过发展“门头沟小院”

与清华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高校名

企建立战略合作机制，已经积累了一

定经验、打下了一定基础。

面向未来，要以京津冀协同和区

级协作为依托，以门头沟的绿水青山

和特色文化为牵引，进一步推动开放

发展、协同发展，以更富创造性的活

动、更广参与度的主体凝聚地区高质

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五、坚持绿色低碳，争当生态文
明思想践行者

从历史中走来，门头沟人民始终

保持甘于奉献、勇于斗争的精神品质，

是激励门头沟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

功密钥。当前，我区正站在产业转型、

绿色发展的重要关口，奔跑在与全市

共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快

速路。越是面对大战大考，越需要党

员干部敢于担当、善于担当。也正是

经历了一场场大战大考，京西铁军才

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越战越精。

面向未来，要坚持地区“二十字”

干部队伍建设原则，积极构建以综合

考评结果为依托，以争创“五型”领导

班子和争做“五好”领导干部为载体

的高质量发展政绩考评工作体系，形

成“以绩评先、以先评强、以强评优”

的良好导向。引导党员干部在经风

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着力锻

造一支与当好“两山”理论守护人要

求相适应、与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相

匹配的京西铁军。要深化“红色门头

沟”党建引领各领域党建工作“1+7”制

度，推动基层党组织始终在疫情防控、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美丽乡村建设、基

层社会治理中站在高处、挺在前面，让

党旗在重大任务一线高高飘扬。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要树

立绿色发展，人人有责、人人可为的意

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全民

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倡导

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把建

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

动。”近年来，我国公众环保低碳意识

不断增强，特别是在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引导下，绿色低碳生活蔚然成风。

《2021年商场绿色消费报告》显示，

98.7%的受访者在商场消费时至少参

与过一项绿色消费实践，绿色消费成

为越来越多公众的自觉选择。依靠

科技创新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需

要大力营造人人参与的生态科普文

化，通过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感染力

强的生态科普活动，吸引更多社会公

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关注和参与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引导他们形成对绿色

技术创新的浓厚兴趣，营造绿色低碳

生活新时尚，广泛培育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提升全社会绿色低碳意识。

安晴/文

奇异莓喜获丰收
购买尝鲜正当时

区委宣传部组织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 耿伟）为进一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8月19日，由区委宣传部组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斋

堂镇宛平抗日烈士纪念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

育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坚定理想信念，

凝聚奋进力量。

活动中，斋堂镇党员群众重温了革命先烈的动人故事，

大家纷纷表示，要时刻牢记历史，大力弘扬革命先烈不怕牺

牲、甘于奉献的优良品质，立足本职岗位，传承红色基因，发

扬光荣传统。

区委统战部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活动
本报讯 8月18日上午，区委统战部组织大峪街道向阳

社区各民族群众开展“花开门城石榴红”民族团结进步进社

区主题活动。

活动旨在广泛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以及

民族基本知识，引导社区居民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倡导

各民族形成相互信任、紧密团结、互帮互学、共同发展进步的

良好风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社区各族群众交

往、交流、交融的良好氛围。

北京中关村京西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楼宇科协

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郭映虹）8月18日上午，北京中关村京西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楼宇科协揭牌仪式在我区中关村（京西）

人工智能科技园内举行。

据了解，北京中关村京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的

中关村（京西）人工智能科技园·智能文创园，是集孵化、办

公、研发、公共交流、餐厅等空间为一体的“高精尖”产业的复

合功能载体。

截至目前，园区共有入驻企业70家，楼宇科技人员数量

160多人。北京中关村京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楼宇科协的

挂牌成立，将广泛吸纳园区科技企业和科技人员参与其中，

扩大我区科技工作者的组织力量，进一步促进地区科技创

新、招商引资、招商引智，该协会也将立足“三区”发展战略，

更好地凝聚科技力量，助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志愿者参与创城
环境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来自区检察院、区疾控中心、

城子街道、社会企业的志愿者们，在城子街道蓝龙胜境嘉苑

南区社区共同开展文明创城活动。

尽管天气炎热，但志愿者们热情高涨，大家三五人一组，

身穿“门头沟热心人”绿马甲，手持清洁工具，有的捡拾白色

垃圾、有的擦拭宣传栏、有的清理楼内堆物堆料。

一上午的时间，社区环境焕然一新，志愿者们齐心协力，

用实际行动为我区创城工作贡献一份力量。一位志愿者说：

“我们非常愿意利用业余时间来做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尽管

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我们会坚持下去。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周

围环境越来越好，让创城变成一种习惯。”

1.北京易领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人事专员：1 名，大专学历，月薪

3500-4500元

（2）教务老师：1 名，大专学历，月薪

3500-5000元

（3）销售经理：6名，大专学历，月薪4500

元以上

工作地点：石景山区

联系方式：13141046998 闫女士

2.北京华蓝时代建筑有限公司

（1）项目经理：3名，大专以上学历，月薪

4000-8000元

（2）经理助理：2名，大专以上学历，月薪

4000-8000元

（3）办公室文员：2名，高中以上学历，月

薪3500-4000元

工作地点：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15110152423 燕经理

3.北京汉之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文案：1名，本科以上，月薪4000元以上

工作地点：丰台区

联系方式：18101320356

18612101910 贾经理

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提供

本报讯（记者谢琪锦）这两天，

清水镇李家庄村的奇异莓喜

获丰收，这种小巧的水果，是

清水镇重点实施的产业帮扶项

目，奇异莓不仅营养价值高、

味道美，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

起来了。

记者在奇异莓种植基地里

看到，果实已经成熟，藤上挂满

果实，颗颗圆润翠绿的奇异莓

果实成串排列，颜色鲜艳，让人

垂涎欲滴。果农们穿梭在田

间，拿着剪刀加紧采摘果子，到

处都是忙碌的身影。经过前期

疏果，今年的奇异莓长势良好，个

个表皮光滑，平均一株藤能结果

20斤。

香甜的奇异莓采收期为一

周，在这段时间内，分拣、装箱工

作也在同步进行着。

在奇异莓分拣区，村民们佩

戴着口罩和手套，对奇异莓进行

分拣。奇异莓种植基地总经理

陈彬介绍：“我们把奇异莓分成

特级果、一级果、小果3个等级。

特级果优质优价，作为礼品销售，

一级果在超市进行销售，小果做

果汁。”

一箱箱分拣完的果实，经过

计数、称重后，运到包装区，村民

们将分拣好的果子按照不同销

售渠道和不同规格进行包装，再

分级进入冷库储藏。还有不少市

民慕名来到基地，购买新鲜的奇

异莓。

据了解，奇异莓“落户”李家

庄村已有10年，经过3批种植，面

积已近500亩，预计今年产量在

15万斤以上。每年奇异莓采收时

节，正是需要大量人工的时候，基

地为当地80多名村民提供就业

岗位，拓宽增收渠道。

为让市民品尝到新鲜的奇异

莓，种植基地采取线上线下的模

式进行销售，方便市民购买。

传承红色基因 推动绿色发展

党性教育现场教学活动走进红色教育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陈永）8 月 19

日，区直机关工委组织 2022年发展

对象暨新党员分批次走进妙峰山镇

涧沟村平西情报联络站和炭厂村，

围绕“传承红色基因 推动绿色发

展”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党性教育现场教学活动，让大家

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在涧沟村平西情报联络站，大

家接受“重走情报路，忠诚悟初心”

革命教育，在“化蝶”红色沉浸主题

活动环节，发展对象和新党员置身

于书屋商号、民宅山洞、前线战场

等实景展馆，深度沉浸实景体验，

感受老一辈情报人员坚韧不拔的

革命精神和与敌抗争的革命智慧。

随后，讲解员带领大家重走英雄

路，聆听英雄事迹，通过参观纪念

馆、初心广场、革命英雄墙，学习隐

蔽战线历史等“走、听、悟”红色实

践主题活动，感受革命先辈的忠诚

与担当，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

端正了入党动机。

在炭厂村，参训学员聆听了全

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劳动模

范、炭厂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邢卫兵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炭厂

模式”专题授课，增强了大家树牢

新时代首都发展追求，鼓足干事创

业的精气神，当好“两山”理论守

护人的信心。在炭厂村红色文化

体验区，参训学员实地感受抗战

时 期 炭 厂 村 村 民 支 持 八 路 军 队

伍，在村庄附近生产军火、输送情

报、打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并重

温了入党誓词，进一步激励了大

家 奋 发 图 强 、砥 砺 前 行 的 斗 志 。

大家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以更强的政治担当，更高的

工作标准，投身“绿水青山门头沟”

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