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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专著
《永定河史话》出版

区领导到征兵体检现场走访

恒心大干三个环境整治一百日
星期六总动员 张贵林在检查环境整治情况时强调

提升建设标准 推动各村环境建设

我区邀市城管委
就环境建设工作进行座谈

本报讯（记者 李冰）西山永
定河文化带重要专著《永定河史
话》日前出版，该书以史料详实，
出处有据，框架结构好等特点受
到大家的普遍好评。

永定河已有 300 万年的历
史，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流
域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占

有重要地位，在北京文化中占有
不可或缺地位。

永定河文化研究会自成立
以来，就全心致力于永定河文化
研究，这次研究会精心筹划，认
真选题，在长期研究和资料积累
中提出了《永定河史话》这个选
题。

作者尤书英是在永定河边
长大，对永定河有着特殊的感
悟。接受任务后，进行实地勘
察、采访、查资料，经历3个多月，
写出了写作大纲。大纲获批后，
工作更加繁忙，历时3年，两走永
定河全线，行程约1500公里，完
成了这部近四十万字的著作。

本报讯（记者 艾宏伟）8月5日
星期六上午，我区召开百日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部署（电视电
话）会，部署我区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百日行动”方案。区委副书
记、区长付兆庚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彭利锋部署了我区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攻坚“百日行动”方案；区监
委、区委组织部、区公安分局相关
负责人对此项工作提出建议；区城
管执法局、区环卫中心、大峪街道
办事处、龙泉镇、京煤集团安环部
相关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市第十二
次党代会精神和蔡奇书记、陈吉宁
代市长来我区调研时的指示要求，
全面提升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环
境质量，扎实推进中央环保督察整
改工作落实，高质量完成2017年清
洁空气行动计划，经区政府研究决
定，从即日起至 2017 年 11 月 31
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门头沟区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百日行动”
工作。

“百日行动”以生态文明建设
为统领，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和保
障人民群众健康为目标，按照城市
功能战略定位和生态立区的原则，
在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和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中，着力强化
生态涵养功能建设，强化污染防
治，坚持依法打击、重点打击、精准
打击破坏、污染生态环境的违法行
为，推动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更加
协调发展，为我区建设成为山水宜
居、功能完善、文明和谐的现代化
生态新区打下良好基础。

此次我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攻坚“百日行动”的目标是，通过夯
实镇街环境监管网格化基础工作，
基本淘汰区域内10蒸吨及以下燃
煤锅炉、小煤炉、茶炉大灶，统筹开
展城乡结合部以及“散乱污”企业
综合整治，加快散煤污染综合治
理，严防散煤复烧；实施固定源全
面达标排放计划，强化移动源污染
监管防控措施，全面加强扬尘控制
管理，强力推进废弃矿山综合整治
和生态环境修复，解决群众反映的
突出环境问题，保持对环境违法行
为的高压态势，妥善应对重污染天
气，2017年，我区细颗粒物pm2.5
浓度达到65微克/立方米左右，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涵养功能显
著增强，企业自律和公众监督意识
不断提高。

我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
“百日行动”分为四个阶段进行：8
月1日至8月10日，为动员部署阶
段；8月11日至8月25日，为排查
整治阶段；8月26日至11月20日，
为巩固提升阶段；11月21日至11
月31日，为总结整改阶段。

付兆庚在讲话中强调，一要高
度重视，全力攻坚。加快治理大气
污染，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北京
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做好地区重
污染天气应对、加强大气污染防治
是政府部门肩负的政治任务，也是
我区发展的自身需求。二要加强
领导，狠抓落实。各部门、各镇街
要严格落实《百日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行动方案》，做到党政同责，
守土有责，确保履职到位。三要加
强宣传，营造氛围。全区各部门都
要尽心履职，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凝聚起正能量，营造出好氛围。四

要严肃问责，奖罚分明。区政府将
成立督查组，对各项任务按时间节
点逐一督查，对于工作落实不到
位、推进慢的单位将在全区进行通
报。对在工作中存在不作为、乱作
为和效率低下等问题，造成不良影
响和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要严
肃问责。

区领导张兴胜、张翠萍、王涛、
庆兆珅出席会议。

又讯(记者 苑辉）8月5日星期
六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组
织召开浅山区违法建设、违法占地
整治“百日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
话）会。

会议旨在落实市委、市政府要
求，就我区浅山区违法建设、违法占
地整治“百日行动”进行动员部署。
区国土、规划、城管执法局结合自身
职能就浅山区违法建设、违法占地
问题清理整治工作分别进行了部
署，区监委、组织部、公安分局就落
实整治工作强调了相关纪律、法规，
浅山镇街分别做了表态发言。

就落实好我区浅山区违法建
设、违法占地整治“百日行动”，付
兆庚在讲话中强调：一要提高政治
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在北京市新版规划中，我区是
生态涵养区，同时被赋予“首都西部
重点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
区”“首都西部综合服务中心”“京西
特色历史文化旅游休闲区”的功能
定位。我区开展浅山区违法建设、
违法占地整治百日行动，既是贯彻
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陈吉宁到我区调研时重要指示
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落实新版区
域功能定位，为绿色高精尖产业发

展腾退空间的重要保障。全区各
相关单位、各镇街、各村居都要充
分认识到此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大局意
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抓
好浅山区违法建设、违法占地整
治，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各项任务。

二要突出工作重心，切实履行
部门和属地职责。在整治浅山区
违法建设、违法占地方面，我区要
坚持“小题大做”，对浅山区违法占
地建房进行全面摸排，对已有的违
法占地、违法建设要彻底整改、清
理到位，对新增违法占地、违法建
设保持零容忍，严防产生新的违法
圈地、违法建房问题。此次整治必
须坚持“拆除为主、消减存量”原
则，绝不能以罚代拆；涉及到公益
性公共设施占地的，也要整改、补
办手续。

三要严肃落实责任，务求百日
行动取得实效。蔡奇书记到我区调
研时明确要求，对新增违建和小产
权房的地方，市纪委、市监察委要加
强执纪问责；对涉及违法建设行为
的村干部也要问责，绝不能再搞下
不为例。区打违小组成员单位，要
按照职责分工，对标对表，认真按
时限安排落实好浅山区违法建设、
违法占地整治百日行动各项工
作。区组织、监察、公安部门要坚
持全程参与，配合支持各项整治行
动，对瞒报、漏报、整改滞后，特别
是造成恶劣影响的单位和个人，要
予以通报、曝光，并严肃责任追究。

区领导彭利锋、张翠萍出席会议。
另据了解，加上前期我区开展的

城乡环境整治与建设行动，我区将进行
三个环境整治百日行动。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8月4日
上午，区委书记张贵林，区委副书
记、区长付兆庚等一行人到区医院
体检中心实地了解今年全区征兵工
作总体情况及征兵体检工作有关情
况。

张贵林表示，要高度重视，认真
履行征兵职责，以高度负责的使命
担当，抓好今年的征兵工作。要抓
好大学生征集，强化宣传引导、政策
激励、任务落实，做好大学生入伍工

作，为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要做
好征兵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加大优
抚安置力度，调动全社会关心支持
征兵工作热情，落实好拥军优属各
项政策，全力高标准完成好今年征
兵任务。此外，希望新兵们能到军
队这个“大熔炉”里建功立业，积极
为国防事业做出贡献，为家乡发展
增光添彩。

区领导彭利锋、张金玲、金秀斌
参加走访。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8 月 4
日上午，区委书记张贵林，区委副
书记、区长付兆庚带队，检查疏解整
治促提升环境综合整治构建和谐社
区和打造美丽乡村专项行动落实情
况。

在实地检查绿岛家园社区和
市场街社区时，付兆庚表示，各社
区要进一步提高精细化管理水
平，着力解决乱堆乱放、垃圾清理
及楼道小广告等问题，有针对性
的提升社区道路、车棚建设水平，
丰富绿化景观，加强环境维护力
度，切实打造一批百姓安居乐业、
环境优美宜人的和谐社区。

随后，张贵林、付兆庚一行到
永定河嬉水湾漫水桥、水峪嘴村、
东马各庄村、桥耳涧村等地，实地
查看了浅山区疏解整治促提升专
项行动开展情况。

张贵林强调，开展疏解整治、
打造美丽乡村，是市委、市政府对我
区提出的要求，也是我区打造山区全
域景区化的必要条件。各镇要继续
凝心聚力，坚持以高压态势打击违法
建设，加强永定河周边环境整治力
度，认真规划各村庄整体景观布局，
加大村庄绿化美化力度，高标准打造
乡村环境面貌，努力创造景色宜人、
独具特色的村庄形象。要进一步动
员村民主动参与疏解整治促提升专
项行动，整体提升村庄建设标准，积

极挖掘村域文化特色和生态优势，有
针对性地统一农家乐标识，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认真引导村民提高文明意
识，全力推动各村环境建设。

区领导张永、金秀斌、张翠萍
参加检查。

又讯（记者 李冰）日前，区委
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带队先后到
自来水厂路、城子大街、三家店主
街、向阳社区路等地，实地检查背
街小巷、示范街区整治情况。

付兆庚指出，目前，我区在背
街小巷整治工作上取得一定成
效，切实改善了居民居住环境，得
到了百姓大力支持。下一步工作
中，要继续做好道路硬化、墙面粉
饰、路灯改造等基础设施完善工
作，坚持纠正和取缔出店占道经
营、违章搭建、车辆乱停等违法违
规行为，不断推动背街小巷整治、
示范街区创建工作取得新成效。

付兆庚强调，要统一标准，做
好规划设计，打造特色街巷。相
关部门和各镇街要加强日常巡
查，部门配合、上下联动，进一步
检查“门前三包”、小餐饮营业许
可证等落实情况，对有问题的商
户进行严管重罚并限时整改。同
时，要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营造
市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各界广
泛支持的良好氛围。

区领导张兴胜、张翠萍参加检查。

本报讯（记者 李季）8月4日下
午，我区邀请市城管委相关部门就
环境建设工作到我区进行调研、座
谈。市城管委党组副书记吴亚梅，
区委书记张贵林出席活动。

市城管委协调处、网格办、督考
处、规划处等部门负责人先后到中
关村门头沟科技园、永定楼，查看石
龙经济开发区拆墙透绿、高压线下
景观提升、道路拓宽等城市景观提
升工程，了解永定河周边综合整治
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副区
长张翠萍汇报全区城乡环境建设情
况；区相关部门就我区在城乡环境
建设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及难点、下
一步工作与市城管委进行了交流。
市城管委介绍了首都环境建设考评
情况具体细则，并结合我区上半年
环境建设综合考评情况提出了指导
性的意见和建议。

吴亚梅感谢门头沟区委、区政
府对环境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她
表示，门头沟区的环境变化日新月

异，河湖水系和景观体系不断完善，
成绩全市有目共睹。市城管委将针
对门头沟区提出的困难、需要支持
的项目，进一步深入研究，尽力协
调，争取帮助较好完成各项目收
口。希望门头沟区以改革的办法理
顺体制机制，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
管理水平，促进地区环境建设工作
再提升。

张贵林在讲话中表示，通过此
次座谈，系统了解了全市环境建设
考评工作的内容和机制，给我区上
了很好的一课。市城管委对我区环
境工作的高度评价，对我们来说是
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下一阶段，我
区将继续努力，自我加压，自找差
距。要按照市城管委提出的具体思
路和要求，抓好落实。要坚持问题
导向，对发现的问题，逐项达标、逐
个整改。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守住我
们的绿水青山。希望市城管委继续
支持我区，帮助我区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使我区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区领导彭利锋出席活动。

本报讯（记者 屈媛）“路边的
商店关门以后，明显路都好走了，也
觉得宽敞了、整洁了，以前一赶上放
学点，这条街乱糟糟的还老堵车，现
在这样感觉特别好。”家住新桥小区
的秦女士这样说道。

自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以
来，永定镇冯村商业街、龙泉镇月季
园路、大峪街道二小路等5条街区，
山区的潭柘寺镇潭柘东二路、军庄
镇杨东路、妙峰山镇水峪嘴商业街、
王平镇王平大街东路、大台街道大
台矿主街等8条镇域街区的13条
街区共累计封堵“开墙打洞”163
户，清理无证无照经营347户，拆除
违规户外广告牌匾设施93块，清理
堆物堆料 17处，清除玻璃贴字 6
户，拆除私搭乱建1处15平方米，
处罚占道经营违法行为552起，罚
款6.15万元。

据了解，我区还在城乡结合部
整治上加大了工作力度，基本完成
了永定镇石厂村、龙泉镇大峪村整
治任务。清理整治“散乱污”企业
16家，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2家。集
中开展永定河沿岸环境问题专项整
治，在全域范围内禁止露天烧烤。疏
堵结合严控人口规模，建立区、镇街、
村居三级人口动态监测机制，截至6
月底，全区常住人口总数31.7万人，
人口变动趋势处于可控区间。

“目前，我局正积极协调区城乡
环境办抓紧制定并完善方案，逐步
开展创景观提升工作，确保街区市
容环境卫生秩序良好，公共服务设
施齐全，路侧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
放整齐，广告牌匾标识统一，商业网
点设置合理。同时，我局将继续全
力配合属地和相关牵头部门做好街
区提升创建工作，及时打击并消除

示范街区内的违法建设、占道经营、
无照经营、开墙打洞、违法群租房、
违规地下空间利用等乱象问题。”区
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我区按照市委、市政
府及市专指办的部署和要求，不断
加大拆违工作力度，有序推进违法
建设拆除工作，重点针对农村集体
承包地、出租大院、城乡结合部地区
及人口密集区周边存在的违法建设
开展严厉查处工作。截至目前，我
区上半年实际拆除各类违法建设
140余处，建筑面积超过15万平方
米。其中，上半年我区拆除新生台
帐 违 法 建 设 31 处 ，建 筑 面 积
19683.5 平方米，是
全市目前仅有的二
个实现违法建设零
增长工作目标的行
政区。

记者得知，今年上半年，全区共
累计处罚占道经营违法行为1726
起，罚款17.7万元，提前超额完成
年度执法任务量 1615 起；实现
96310城市管理热线市民累计举报
量同比下降51.33%；针对13处市、
区两级挂帐重点点位，结合热线举
报分析，通过强化日常街面巡视管
控力度，完善巩固多部门联合工作
机制，现均实现持续良好阶段（即待
审核销帐阶段），占比100%。根据
市占道办数据统计，我区在6月份
占道经营任务进展情况综合评价全
市排名第二，在城市功能定位生态
涵养区排名第一。

本报讯（记者 李冰）8月8日，
我区召开土地储备工作会。区委
书记张贵林，区委副书记、区长付
兆庚出席会议。

会上，区国土分局负责人汇报
2017年土地储备工作及棚户区改
造 04-08 街区项目进展情况，相
关单位发表意见和建议。

张贵林表示，土地储备在保障
住宅用地需求、推进城市建设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优
化土地资源配置，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强化认
识，统一思想，创新工作方法，全

方面抓好土地储备工作，实现土
地效益最大化，推动城市建设和
发展。

张贵林强调，要加强日常工作
调度，定期协商，做好会议纪要，
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法，确保完成
上市地块的各项任务。主责单位
要明确任务，攻坚克难，按照时间
节点，把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要
提高土地使用率，合理规划，与市
级相关部门做好沟通和协调，为
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

区领导彭利锋、金秀斌、赵北
亭出席会议。

把青山绿水变为金山银山

我区疏解整治促提升取得阶段性成果

我们努力我们努力！！
我们坚守我们坚守！！
让永定河变得更清更美让永定河变得更清更美

我区召开
2017年土地储备工作会

根据市占道办数据统计，我区在6月份占道经营任务进展情况综合评价
全市排名第二，在城市功能定位生态涵养区排名第一。上半年,我区实际拆
除各类违法建设140余处，建筑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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