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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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三）
何立峰

（接1642期）
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新征程，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守正创新，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

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刻

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从讲政治

的高度做好经济工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学懂弄通做实习

近平经济思想上下更大功夫，全面系统学、

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把

习近平经济思想自觉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

领域各方面。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更加有机地结

合起来，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增强消

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增强投资

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强化进

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构建高水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

系，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创新和完善

宏观调控。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加快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着力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新型城镇

化战略，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高质量发

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

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积极拓展海洋经

济发展空间。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就业优先

战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在推动高质量发

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加快健全覆盖全民、

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

保障体系。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

位置。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扩大医疗

服务资源供给。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

丽中国。

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实施

粮食安全战略，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

本自给、重要农副产品供应充足。实施能

源资源安全战略，增强能源持续稳定供应

和风险管控能力。打通卡点堵点，确保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风险的底线。

——摘自《人民日报》

本报讯（记者 杨铮）11月9日是第31个全

国消防日，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抓消防安全

保高质量发展”主题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为广

大群众普及火灾防范、逃生自救等方面知识。

在永定镇一处在施工地，区消防救援支队

正在组织建筑工人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演练

模拟工地生活区发生火灾，随着警报声响起 ，

全体人员迅速按照指定路线安全、有序撤离。

与此同时，另一组工作人员用工地配备的消防

器材对模拟起火点进行扑救。

随后，消防指战员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

结合火灾警示案例，向工人们详细讲解了火灾

预防注意事项、如何报火警、火场自救等知识，

提示大家要时刻关注消防安全，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

参加演练的建筑工人们告诉记者：“通过

今天的演练活动，不但使我掌握了灭火技能，

还让我从思想上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防控火灾以预防为主 ，从现在开始，一定按照

相关规定，严格落实各项要求，保障施工安全。”

据了解，区消防救援支队按照全市统一部

署，从11月1日起，结合辖区实际，组织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消防宣传月主题活动，督促全区各

单位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及时开展火

灾隐患自查整改，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

宣传活动，加强消防技能培训教育，积极营造

人人关注消防、人人参与消防的良好社会氛围。

区消防救援支队法制与社会消防工作科

副科长张攀说：“我们将以消防宣传月活动为

契机，结合秋冬季火灾防控工作，多措并举、统

筹兼顾、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贴近群众的各类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广泛

普及消防安全知识，为确保全区消防安全稳定

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陈凯）中门寺绿色庄园

是龙泉镇中门寺村村委会为了满足百姓日常

果蔬需求、提高村集体收入发展的农业观光项

目，每年都会不定期为村民提供应季果蔬，同

时，营业收入用于庄园建设和其他村集体产业

建设。当前正是冬储菜上市时期，中门寺绿色

庄园为村民发放了首批冬储大白菜。

一大早，中门寺绿色庄园就热闹起来，村

民们在门前等候，工作人员一边将手推车里的

白菜码放在门口，一边维持着秩序。

村民按照家里人数依次领取到大白菜，大

家脸上都笑开了花。“都是咱们村民自己种的

菜，吃着放心，我们基本上都吃这里的菜，很少

到外边去买。”领完白菜的村民说。

村民们在喜气洋洋地领着菜，园子里的工

作人员也没闲着，他们一批批地采摘、一批批

运送，不到一小时，300 多颗大白菜已发放一

空。“为了方便储存和管理，我们会把白菜储存

在菜窖里，分批发放给村民。”工作人员表示。

别看中门寺绿色庄园占地不大，里边种植

蔬菜的种类可不少，现在园子里就种着大白

菜、芹菜、茴香、心里美、卞萝卜等 10 余种蔬

菜，这让村民的餐桌既丰富又营养。

庄园负责人介绍：“这是我们今年冬天首

批发放的冬储菜，后边陆续还会发放。在发放

的同时，我们也会限量对外出售，销售收入会

重新投入到庄园的生产、管理中。另外，还会

用于开发文旅产业，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让

百姓享受更多实惠。”

“请大家有序排队，保持安全距离，每家

每户都有。”“姨，您岁数大了，签个字，回头我

们把白菜给您送家去！”近日，清水镇台上村

热闹非凡，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像这样热闹的场景，台上村已经持续了

许多年。每年初冬时节，村“两委”都会将村

集体种植的果蔬分发给村民，让大家提前过

一个“暖冬”。

随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的持续推进，

清水镇按照“平清种增改”的工作思路，合理规

划村庄，广泛动员群众，壮大集体经济，美了村

庄，乐了群众，富了集体。

目前，清水镇 32 个村，通过平整闲置土

地，种植了百香果、奇异莓等水果；高山绿芦

笋、红藜麦等经济作物；黄芩、野毛尖等山茶；

五味子、霍山石斛等中药材，除用于销售以外，

还免费分发给村民，既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

又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 谢琪锦）

西山印嘉园作为我区的共有产权房

项目，共包含A、B、C、D4个地块，今

年1月开工建设，截至目前，C地块

部分住宅楼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记者在西山印嘉园C、D地块的

施工现场看到，一座座住宅楼拔地而

起，楼体已初见规模。在A、B地块施

工现场内，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土方和

基础处理施工。据现场负责人介绍，

目前项目已完成工程总量的20%。

项目副总经理周洪胜说：“预计

在2023年6月底，A、B地块地下结

构全部完成，D地块预计在2023年

的9月封顶，C地块2025年6月基本

达到竣工验收条件。装修工作也将

陆续穿插介入，装修材质也是国内

的一线品牌，确保房屋质量。”

据了解，西山印嘉园共有产权房

项目位于龙泉镇，总建筑面积33.15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0.94

万平方米，共有50栋8至11层的住

宅楼，可提供2252套住房，包括约58

平方米一居28套、约72平方米两居

14套、约80平方米两居704套、约89

平方米三居1262套、约115平方米

四居244套。项目每个地块均配有

地下车库和各类型附属配套用房。

目前，项目已启动第二批申购，

有意向的市民可到滨河路45号院3

号楼C塔北侧1层参观样板间，并登

录北京市住建委官方网站进行申

请，第二批申购登记结束时间为

2022年11月16日17时。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区公

路分局结合创城工作，对108国道部

分路段实施预防性养护工程，及时

处理路面病害和隐患风险。工程完

工后，将进一步提高路面行车舒适

度,方便周边百姓和游客出行。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铣刨机、

摊铺机、压路机等重型机械开足马

力，对主路路面进行施工作业。本次

施工均为夜间施工，区公路分局利用

道路中央隔离带开口和沿线周边道

路进行分段施工、分段导行，并增加

安全警示标志，安排专职交通安全引

导人员，确保夜间道路行车安全。

据了解，这次预防性养护工程

涉及路段全长9.4公里，养护总面积

213975平方米，养护内容包括全线

主路、10座桥梁、潭柘寺隧道、苛萝

坨隧道及相关附属工程。区公路分

局将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夜间视线

差、气温降低等不利条件，确保完成

年度工程任务。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清

水镇结合实际情况，对镇级文化广

场进行了升级改造，进一步深化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提高镇

域文化建设水平，满足百姓精神

文化需求。

据了解，这次清水镇文化广场

提升项目最大的亮点是对广场外侧

的围墙进行了景观打造，以手绘的

形式在传统单一墙体上进行插图绘

画，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水

镇的红色资源和山水文化等内容，

传播公共文明，打造清水印记。目

前，该项目已经顺利完成验收。

本报讯（记者 李怡锦）连日来，

区环卫中心高标准、严要求,持续加

强公厕环境消杀，从严从细落实各

项疫情防控要求，为市民营造安全、

卫生的如厕环境。

记者在绿海运动公园内的一处

公厕看到，入口处醒目位置张贴了

提醒市民佩戴口罩的宣传海报。保

洁人员正在用喷壶对地面、蹲位等

部位进行环境消杀作业，并对扶手、

水龙头、洗手台、门把手等市民接触

较多的点位仔细进行擦拭消毒。消

毒工作完成后，保洁人员会按照要

求填写《公厕消毒记录表》。

区环卫中心的专项检查小组每天

会对全区所有公厕进行巡查，同时强

化保洁人员的防疫培训，督促他们严

格落实公厕环境一天两次以上全面消

毒，四次以上重点部位消毒的要求，切

实做到公厕环境消杀全覆盖、无死角。

全国消防日：我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小菜园 暖民心

“村里发了免费菜，咱自己种的菜吃着放心！”

西山印嘉园共有产权房项目
部分住宅楼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108国道9.4公里路段
实施预养工程

清水镇文化广场
提升项目完成验收

区环卫中心
扎实做好公厕消杀工作

11月份第一周（10.29-11.4）河长制综合情况

注：“-”为不涉及此项工作。 区河长办/提供

把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到
经济工作各领域全过程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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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
环境问题
发现率

环境问题
反弹率

环境问题
整改率

河长履职
占比率

农村水费
收缴率

机井数据
汇聚率

取水口取
水计量率

地源热泵
整改率

重点工程
完成率

违法行为
处罚量

负面舆
情曝光

综合
得分

1 大峪街道 0% 0% - 100% - - - - - 0 - 100
1 城子街道 0% 0% - 100% - 100% 100% 100% - 0 - 100
1 东辛房街道 0% 0% - 100% - - - 100% - 0 - 100
1 大台街道 0% 0% - 100% - 100% 100% - 100% 0 - 100
5 清水镇 3.12% 0% 100% 100% 76.67% 100% 100% 100% 100% 0 - 95.4
6 王平镇 7.34% 0% 100% 100% 75% 100% 100% - 60% 0 - 87.2
7 永定镇 16.98% 16.67% 100% 100% 100% 100% 100% - 100% 0 - 85.48
8 斋堂镇 2.07% 0% 100% 0% 46.15% 100% 100% - 100% 0 - 83.78
9 潭柘寺镇 13.48% 20% 100% 0% 14.29% 100% 100% 100% 100% 0 - 74.63
10 龙泉镇 27.20% 37.50% 12.50% 0% 50% 100% 100% 100% 100% 0 - 67.71
11 军庄镇 49.73% 16.67% 100% 16.67% 0% 100% 100% - - 0 - 66.36
12 妙峰山镇 14.55% 42.86% 0% 57.14% 66.67% 100% 91% 100% 100% 0 - 62.33
13 雁翅镇 7.60% 37.50% 37.50% 0% 73.33% 100% 83% 100% - 0 - 61.57

7.59% 24% 62% 54% 60.92% 100% 98% 100% 95% 0 - -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