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学期到来，购置文具成为了开学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区消

费者协会提示广大学生、家长要安全理性购买文具。

1.选择合规文具，购买前仔细查看外包装是否有合格证及相

关产品信息，尽量选择有“环保”标识或者GB、QB双认证的文具，

尽量不要选择气味过于强烈的文具。

2.养成绿色健康的消费习惯，家长要防止文具厂商的过度营

销，比如“限量”“新奇”“联名”等宣传套路，尖锐、造型奇特的文具

不仅会影响孩子上课的注意力，还可能会造成孩子受伤，建议谨慎

购买。

3.购买文具时请索要凭证，如果有质量问题可以向市场监管

部门、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

区消费者协会/供稿

安全理性购买文具
安全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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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河长办/提供注：“-”为不涉及此项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怡锦）近日，城

子街道七棵树西街社区开展废旧物

品定向兑换、垃圾驿站趣味涂鸦活

动，引导社区居民共建、共享和谐有

序的居住环境。

居民们带着废旧的童车和家

电，到社区兑换点进行登记，兑换了

洗衣液、手纸等生活日用品，这样的

举措既解决了居民们闲置物品处理

的难题，又避免了杂物乱堆乱放问

题的出现。

随后，孩子们在社区工作者的带

领下，来到社区垃圾驿站的西侧，手

握五彩画笔，在墙上描绘出自己对绿

色环保生活的向往。作为北京市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七棵树西街社区

充分发挥“绘锦之家”党建品牌作用，

通过多种形式，强化社区居民垃圾分

类意识，创造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七棵树西街社区宣传委员赵琳琳

说：“我们通过开展系列活动，倡导居民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共同维护环境卫

生，爱护我们的家园，助力创城。”

旧物兑换生活用品
共建美好居住环境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党支部：

红色政务服务管家

本报讯（通讯员 张大为）为庆

祝第38个教师节，集中展现我区

教师爱党爱国、立德树人、自信自

强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弘扬尊师爱

生的良好风尚，激励广大教师投身

教育事业，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争

做研究型、实践型教师，肩负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9月9

日上午，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以

视频直播形式，举办“长安街旁·永

定河畔——学做‘半个’专业工作

者”主题教师节庆祝大会。

大会以一台生动的舞台剧呈

现，通过起源——生命、看见——

永定河畔、遇见——长安街旁、预

见——紫气东来四个篇章，多角度

展现了我区教育工作者立足长安

街旁、永定河畔，勇于探索，实践研

究，矢志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信心

和决心。

大会号召全区教师在做好专

业教育工作者的同时，学做半个专

业研究者和半个专业实践者。用

好区域丰富的生态资源、文化资

源，走出教室、学校，走进绿水青

山，借助专业力量，把生态山水作

为教育教学的资源库、案例库、问

题库、课题库，把研究者的研究和

实践者的实践，转化为教育教学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资源，

以专业精神推动我区教育高质量

发展。

全体干部教师共同宣誓：“我

志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弘扬

高尚师德，严谨治学，学为人师、行

为世范，努力为建设教育强国贡献

力量！”

一一、、品牌标识品牌标识

标识整体是一个房子的造型，

表示一个温馨的家；外围为一个大

写字母“G”，是管家的拼音首字

母 ；五 角 星 寓 意 党 建 引 领 ；

“ZWFW”是政务服务的缩写，寓

意打造红色政务服务文明窗口。

二二、、创建背景创建背景

区政务服务局结合政务服务

便利化、智能化改革以及北京市

政务服务领先行动计划，充分发

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着力打造“红色政务服务

管家”党建品牌，探索“红色门头

沟”党建引领政务服务发展的有

效路径，打通服务企业群众“最后

一公里”，成为展示地区良好形象

的“第一窗口”。

三三、、主要做法主要做法

一是筑牢一个根基，促进引领

作用“强”起来。把牢支部建设根

基，严格履行党支部书记党建“第

一责任人”职责，认真研究党建工

作重点，制定支部工作计划，推动

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坚持把“三会

一课”作为党建工作总抓手，利用

主题党日、党员政治生日等多种

场景，抓好政治理论学习，教育

党员增强“政治三力”；通过参观

学习、廉政党课、知识竞赛、交流

研讨等方式，不断增强党组织凝

聚力。将《党章》和党内各项规

章纪律贯彻落实到业务工作中，

筑牢防线、不触底线，营造风清

气正的工作环境。

二是抓好两项建设，促进核心

意识“硬”起来。在自身建设方面，

以党史学习教育和“党员志愿服

务”活动为载体，号召党员干部学

理论、学业务、做实事，组织开展

“局科长走流程”142次、依托党员

志愿服务站提供服务150小时以

上，在高效规范的政务服务中践行

初心使命，建设“五个过硬”模范机

关。围绕争当政务服务带头人和

人民群众贴心人，对学雷锋志愿服

务站、无障碍设施、母婴室等进行

规范，为企业群众提供更贴心的服

务。在体系建设方面，发动党员带

头垂范，率先完成区镇（街）两级政

务服务中心规范化改造，有力推动

了三级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在疫情防控、创城等重点任务中，

党员听从组织召唤，勇于创新实

践，引导全区大厅创新服务方式，

促进政务服务环境整体提升。

三是做好全面服务，促进政务

服务“优”起来。坚持聚焦中心工

作，通过将便利智能的“五办”政务

服务纳入党建品牌，引导党员干部

当好企业群众的政务服务管家。

依托“云综窗3.0应用平台”、双向

承诺制及不见面审批等改革措施

实现“一网通办”；通过开设24小

时政务无人超市、政务预约大综窗

等实现“不打烊随时办”，成为党员

服务群众的温馨港湾；通过跨省

办理、全城通办及跨区通办等措

施实现“协同联动跨地通办”，通

过备查制、委托受理等改革进一

步推进“惠民服务便利办”，使之

成为密切党群关系的桥梁和纽

带；借助市级政务服务一体化平

台及“数字政务服务区”实现“数

据优化智慧办”，让企业群众体验

到贴心的管家式服务，彰显了党

建引领的最新成就。

四四、、创建成效创建成效

一是提升了为民服务能力。

通过打造“红色政务服务管家”党

建品牌，将党建工作贯穿到政务服

务体系建设中，使政务服务大厅成

为党建创新工作的新窗口、教育党

员干部的新阵地，为创新服务举

措、打通“放管服”改革最后一公里

提供了坚强保障。通过整合各种

功能，以党建阵地为载体，促进党

建工作与政务服务有机融合，广大

党员干部为民服务意识和为民服

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先锋模范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与群众的距离进一

步拉近，强化了党员形象，密切了

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二是改善了政务服务环境。

将党建品牌创建植入党员教育管

理、群众政策宣讲中，积极开展党

群志愿活动，疫情期间，党员带头

下沉值守，做好人员管控、测量体

温等疫情防控工作，筑牢疫情防控

“堡垒墙”。充分发挥政务服务窗

口优势，将党建文化与政务服务巧

妙融合，利用各级政务大厅内外展

板、背景墙等宣传载体，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公益广告等创

城相关内容进行展示，并在各级服

务大厅推出“首陪”负责制，提出

“陪伴”专员、全程“陪办”的口号，

更加彰显以人为本，全区各级大厅

连续三年在创城实地迎检过程中

不失分。

三是强化了政务服务效率。

通过党建品牌创建，让党建阵地活

起来、党员形象立起来、服务效率

强起来，立足企业群众管家身份，

以解决企业、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

目标，为企业群众提供全方位、全

流程、有速度、有温度的“管家”服

务。探索开展的跨省办理、全城通

办、跨区通办等服务，有效解决异

地企业群众办事难、办事慢、办事

烦问题；在全市首设“数字政务服

务区”，上线的“红色管家助企平

台”以及线上“综合预约、咨询帮

办、E超市、数字导办、数政通”等

信息化平台，实现让信息多跑路、

让企业群众少跑腿，提高满意度。

推荐单位：区直机关工委

本报讯 近日，区科信局依托区

百花山管理处科普基地，对游览百

花山的游客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宣传活动，为我区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添砖加瓦。

活动现场，区科信局通过发放

宣传材料的方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科技旅游文化建设，激发游客

们学习热情，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此外，区科信局还通

过讲解员现场为游客讲解“友善”的

具体内涵和意义，增强服务游客的

自觉性，提升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

让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价

值追求，融入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中来，实现自己的个人理想和人生

价值。

本次科普基地宣传活动丰富多

彩、形式多样，让游客在游览百花山

风景的同时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下一步，区科信局将充分发挥区级

科普基地的传播作用，大力弘扬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区科信局/供稿

本报讯（记者 杨铮）9月 10日

是第23个“世界急救日”。区红十

字会携手北京心田应急促进中心，

到灵溪景区开展“终身学急救 急救

伴我行”主题宣传活动，普及应急救

护知识，提高社会自救互救能力。

区红十字会为灵溪景区的工作

人员开展心肺复苏术培训，让大家掌

握急救基本技能，提高处置突发事件

的能力。同时，北京心田应急促进中

心还为景区捐赠了一台AED设备，

并讲解使用方法。

灵溪景区负责人张金有说：“通

过培训提升了景区工作人员应急抢

险能力和健康意识，为游客在各个

景点应急救助提供有力保障。”

据了解，近五年来，区红十字会

已累计培训急救技能1.7万人次，

“十四五”期间，还将结合“红十字救

在身边——应急救护”品牌，建立线

上线下培训模式，以推进重点公共

场所配置AED等急救设备设施为

突破口，不断提升地区总体应急救

护水平。

本报讯（记者 杨铮）中秋假期，

京郊游成为不少市民首选，我区各

大旅游景点热闹非凡，优美的自然

风光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观光。

记者在谷山村景区入口处看

到，游客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有序扫码、测温进入，大家拍照记

录山川美景、沐浴阳光感受大自然

的温暖，欢声笑语间，尽享美好假

期时光。

一位游客说：“这里不但空气好、

景色美，而且离市区又很近，游玩体验

很好。”

据了解，中秋假期，我区精心策

划并推出京西山水嘉年华系列活

动，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为游客

带来更多新体验。各景区、民宿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引导游客提

前预约、错时参观、错峰游览，营造

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

谷山村景区董事长梁国春说：

“我们增派了工作人员，在停车场、

景区内进行疏导，提醒游客佩戴口

罩，保持安全距离。同时，把入口

和出口做了单行线循环，减少人员

聚集，为大家快快乐乐过节营造良

好旅游环境。”

畅游绿水青山享受中秋假期

关注“世界急救日”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区科信局依托科普基地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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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朗博科技有限公司

（1）财务主管会计：1名，本科学历，月薪6000-8000元

（2）角塑师：1名，专科学历，月薪6500元

（3）视光师：1名，专科学历，月薪5500元

（4）项目助理：1名，专科学历，月薪4000元

工作地点：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15901397311 李经理

2.北京华蓝时代建筑有限公司

（1）会计：3名，大专以上学历，月薪7000元

工作地点：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15110152423 燕经理

3.北京科佳信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1）前台业务顾问及索赔员：5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月薪3000-6000元

（2）汽油车/柴油车维修技工：10名，高中及以上学历，月薪6000-

10000元

工作地点：石景山区 联系方式：18600565599 王总

争做研究型、实践型教师

以专业精神推动我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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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得分

1
东辛房街

道
0% 0% - 100% - - - 100% - 0 - 98.48

2 大峪街道 0% 0% - 100% - - - - - 0 - 98.1
3 城子街道 0% 0% - 100% - 100% 100% 70% - 0 - 92.33
4 清水镇 3.12% 0% 100% 0% 50% 100% 99% 100% 30% 0 - 87.74
5 大台街道 16.16% 0% 100% 0% - 100% 100% - 30.30% 0 - 85.6
6 斋堂镇 1.55% 0% 100% 0% 15.38% 100% 98% - 0% 1 - 82.09
7 永定镇 14.15% 0% 100% 0% 100% 100% 96% - 0% 0 - 81.23
8 王平镇 14.68% 0% 100% 100% 75% 100% 76% - 29.70% 0 - 80.38
9 潭柘寺镇 18.88% 0% 85.71% 0% 14.29% 100% 97% 100% 30% 0 - 73.89
10 军庄镇 41.44% 20% 100% 20% 0% 100% 100% - - 0 - 68.3
11妙峰山镇 14.55%28.57%71.43% 0% 33.33% 100% 91% 100% 0% 0 - 63.89
12 雁翅镇 8.55%22.22%22.22% 0% 40% 100% 78% 80% - 0 - 60.73
13 龙泉镇 20.40%33.33% 0% 0% 0% 100% 95% 100% 0% 0 - 56.96

8.35%12.73%70.91%14.55%37.93% 100% 94% 93% 15% 1 - -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

9月份第二周（9.3-9.9）河长制综合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