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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闫吉 李怡锦）门头沟
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正式
成立。11月9日下午，区委书记金晖为
宣讲团动员，要求迅速在全区兴起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加自觉坚定地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
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
的总体要求和作出的战略部署上来，推
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京西大地形成更多
生动实践。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陆
晓光主持动员会。

会议部署了《门头沟区关于做好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工作方
案》。区委党校，区委农工委、区农业农
村局进行表态发言。

金晖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
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大
意义，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和部署要求落
实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
推动“绿水青山门头沟”高质量发展在新
征程中展现新作为。要深刻领会精髓要
义，全面准确宣讲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宣讲党的二十大的主题，深入宣讲过
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

革，深入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境界的重大论断，深入宣讲新时代
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深入宣
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
本质要求，深入宣讲党的二十大对未来
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一系
列战略部署，深入宣讲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深入宣
讲顽强斗争应对风险挑战的时代要求，
深入宣讲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金晖强
调，宣讲团成员要做足充分准备，切实增
强宣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最高标准
和最严要求把宣讲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要把准政治方向，密切联系实际，推动党
的二十大精神在具体工作实践中更加入
脑入心、见言见行。要贴近受众，形式多
样，创新宣讲方式方法，让党的二十大精
神直抵人心。

金晖最后强调，要按照疫情防控的
有关要求，因地制宜，统筹好宣讲工作和
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宣讲活动有序开展。

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曹子扬参加
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杨爽）党的十八大以来，
大台街道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探索基层
治理新路径，建立“五户联治+平安户长”居
民自主管理模式，以接诉即办“小切口”撬动

“大治理”。党的二十大后，大台街道在不断
强化基层治理的同时，还将着力推进“一线
四矿”项目，加速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
造具有乡土气息、工业韵味、山水特质、京西
特点的网红新地标，不断增强百姓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54岁的郭少珍在千军台社区居住多
年。受多重因素影响，大台街道原有供水主
管道老化受损，地势较高的千军台社区用水
困难现象尤为突出。2020年，街道积极响
应群众诉求，启动供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
全力保障当地500余户居民的生活用水。
从“吃水难”到“用水畅”，郭少珍切身感受到
辖区民生改善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原来吃水很困难，一来水就得用盆盆
罐罐接满了。街道和社区把我们的事挂在
心上，实施了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现在用水
很方便。老百姓的需求和想法有人在意，这
让我们觉得很欣慰，觉得生活越来越有盼
头。”郭少珍说。

“用水难”问题的有效解决，是大台街道
十年“蝶变”的一个缩影。辖区内煤矿相继

关停后，产业转型带来了社会形态多元、管
理体制复杂、公共服务配套缺位等社会治理
问题。面对诸多困难，大台街道牢牢握紧党
建这把“金钥匙”，创新推出“五户联治+平安
户长”居民自主管理模式，并在辖区内持续
推行“党员群众代表提案制”与“听、讲、干、
评、享”群众工作法，积极拓宽社情民意表达
渠道，在干群携手中实现了“事要解决”和

“群众满意”的双达标。
平安户长姚秀平介绍说：“平时多问

一句，多关注一点，周边邻里百姓有点儿
大事小情，就能够及时帮着解决或者跟社
区早点反映，大家联系更紧密了，确实对疫
情防控工作和维护社区安全稳定起了很大
的作用。”

大台街道在推动“党领民治”的路径探
索上也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针对辖区
群众关心已久的历史遗留问题，街道干部
积极协调、多方奔走，在区各相关单位的
大力支持下，顺利实施了灰地社区外墙保
温加装、落坡岭社区房屋维修等一批民生
工程。

社区居民安宝霞深有体会地说：“以前，
我们社区楼跟楼之间的路都是沙土路，现在
的小区都是水泥路面，非常整洁，居委会是
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

居民的肯定与称赞源于街道、社区两级
的悉心服务。大台街道始终坚持从社区层面
强化诉求源头治理，在街道办事处和9个社
区成立定点接诉驿站，打造N个“流动驿站”，
逐步形成“1+9+N”群众诉求收集机制。此
外，还以接诉即办“515工作法”为抓手，着力
补齐基础设施、行业管理、社会治理、街区环
境四个方面的短板，切实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在解决百姓诉求的基础上，大台街道还
统筹辖区23家社会单位的资源力量，做好

“一线四矿”先导项目建设、林地管控一体化
等工作，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凝心聚力
画好“同心圆”。

大台街道工委书记冯涛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大台街道将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统一思想、凝心聚力，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践行‘两山’理
论，抢抓‘一线四矿’发展机遇，强党建、保民
生、促发展，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转化为让地区人民幸福的最大生产力，踔厉
奋发，勇毅前行，实现京西矿谷新生大台的
完美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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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金晖为宣讲团动员

本报讯 凝心聚力擘画复兴新蓝图，团
结奋进创造历史新伟业。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以来，我区劳模先进迅速掀起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通过学习讨
论、撰写感悟等多种方式，统一思想、凝聚
共识。大家纷纷表示，身为劳模先进，更要
以首善标准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始终扛牢新时代职责使命，立足生态
涵养区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劳模先进示范
引领作用，为“绿水青山门头沟”高质量发
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再立新功！

全国劳动模范邢卫兵说：“在今后工作
中，我会一如既往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领航下，锐意进取，踔厉奋发，点燃
创新引擎，激发内生动力，切实弘扬新时代劳
模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助力乡村

振兴！”
全国劳动模范于广云说：“未来五年，

我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以当好‘两
山’理论守护人为不懈追求，持续当好‘排头
兵’‘领头雁’，在绿水青山下团结带领村民
捧好‘金饭碗’，齐心协力推动洪水口村绿色
发展更上一层楼！”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魏芳说：“作为一名基
层教育工作者，我将坚守教育人的初心，在新
征程上为绿水青山门头沟再添一抹新绿！”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王土江说：“作为一
名首都民警，我将不忘初心使命，处理好每
一起求助，受理好每一起警情，办理好每一
桩案件，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用辖区平安筑
起首都的‘大平安’，发挥好劳模示范引领
作用，以实际行动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
的二十大精神！”

北京市劳动模范刘晶说：“身为一名劳

模、社区书记，我会持续带领班子成员深入
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统筹好社区建设和发展，砥砺前行，
共谱华章，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
归属感，争做一名新时代的领头雁！”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宋茂盛说：“作为一
名市级教育先进工作者，深感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我们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从大处讲，立志培养一批又一批肩负起民
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从小处讲，为家乡培
育合格的绿水青山新居民。”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俞陈锋说：“作为
一名基层先进，我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指引，加强学习，创新思维，脚踏实地，以良
好的精神面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培养造
就大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员工和高水
平的创新团队，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努力营造劳动最光荣的企业文化和精益求

精的敬业风气，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到
具体实践中。”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李克俊说：“作
为一名人大代表、企业经营者、新农村建
设者，我将坚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着眼未来，发力新农村建设，助力乡村文旅
产业发展，发扬先进精神，为乡村振兴竭尽
全力！”

门头沟工匠黄阿勇说：“作为一名基
层党员、门头沟工匠、医务工作者，在这新
征程开启的时刻，我将积极发扬工匠精
神，勤于学习实践，在实践中创造新的工
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在创新中彰显新理
念、实现新的价值，以更加过硬的技术本
领、无私的奉献精神，为人民群众提供高
质量的服务。”

门头沟工匠王惠芳说：“作为一名门头
沟工匠，更要认真学习宣传大会精神，努力

把自己的企业办得更好，把京绣传统工艺
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带领更多的妇女姐
妹，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丽的家乡门头沟
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于淑云说：“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提到，我国在科技、军事、教育、
航天、交通、农业、人工智能各方面取得的
巨大成就，身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无比的
自豪与骄傲！作为一名退休老党员，更要
感谢伟大的党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与关
爱！我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刘淑敏说：“十年
来，我亲身感受和目睹了祖国和家乡的巨
大变化，作为一名退休老党员、老先进，我
要努力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一如既
往地关心国家发展，祝愿我们伟大的党扬
帆起航，在新的征程中再创辉煌！”

区总工会/供稿

弘扬新时代劳模精神 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本报讯（记者 杨铮）
目前，跨越永定河的国道
109新线高速公路陈家庄
大桥正在加紧施工。

据悉，国道 109 新线
高速公路是北京西部首条
高速公路，全长约 65 公
里，整体工程建设进度已
超过70%。项目建成后，
将进一步完善北京西部地
区高等级公路网，向西连
接张涿高速和太行山高速
公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提供强大的交通支撑。

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陈家庄大桥正在加紧施工

赵明利/摄

本报讯（记者马燊闫吉张欣皓高
佳帅）11月10日下午，北京市门头沟
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召开预备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维刚，副主任李伟、韩兴无、杜春
涛、张焱在主席台就座。韩兴无主
持会议。

会上，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伟作门头沟
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变动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北
京市门头沟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议程》《北京市门头沟区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
团和秘书长名单》。会议还进行了严
肃换届选举纪律专题培训。

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召开预备会

主席团（23人，按姓名笔划排列）

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2年11月10日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事要解决”和“群众满意”

基层治理新模式的大台实践

王宝云（女） 王建华 王 涛 王培兰（女）

刘贵明 杜春涛 李 卫（女） 李 伟

李森林 张士春（女） 张维刚 张 焱（女）

张翠萍（女） 陆晓光 金 晖（女） 金 涛

曹子扬 常 道 阎 烨 韩兴无

韩宇峰 焦海峰 蔚 飞（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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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 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