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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霞）大峪街道增产路
东区社区党委日前举办了“和合好家风好家
庭”展示活动。

大峪街道相关负责人与社区党员、居
民们共同见证了撰、讲、树、做‘四家合一’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在社区的初步成果。
展示会共有三大板块：和合家风到增东、
领导干部率先讲家风、好家庭传承好家
风。在入围的 46 个“好家风、好家庭”中，
通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了“十佳”代表。
在展示会上两委班子成员诵读了《增产路
东区社区的家训、家规、家风》，十佳代表
也分别上台进行了发言，通过他们对家风
的诠释，体现出了‘家风连着党风、党风引
领家风’的内涵。

该社区党委负责人说，这是一次传承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大会；是一次个人小
家与社区大家和合相融的大会；是一次共建
分享“六彩增东”喜迎党的十九大，幸福与快
乐的大会。

步枪打飞机。听起来简直就是神话，但
这的确是发生在平西抗日根据地斋堂川的
一段抗击日寇的佳话。

1939年10月某天，挺进军十团八连在
斋堂川青白口永定河畔与日军展开激战。
挺进军隐蔽在河边山林中占据有利地形打
击来犯之敌，日军在河北岸光秃秃的河滩
上，目标暴露无遗，遂伤亡很大。战斗打响
后，日军尸体横七竖八地漂浮在水面上、河
滩上。不甘失败的敌人，在太阳快落山的时
候调来飞机，妄图以空中优势遏制挺进军火
力挽回面子。

敌机在八连阵地上空时而盘旋，时而俯
冲，战士们的武器装备与敌人悬殊太大，如
果跟敌人拼火力肯定吃亏。地面的日军得
到空中支援后，乘势又向八连阵地逼了过
来，情况万分紧急。这时候，徐存洋等20名
战士奉命赶来增援八连战士。

头上敌机猖狂呼啸，硬拼就中了敌人的
圈套。看看手中顶不上劲儿的步枪，大家攥
紧拳头眼里喷出仇恨的火焰。徐存洋带战
友们很快隐蔽好，等待战斗时机。他观察后
发现，由于阵地在山谷之中，敌机投弹就必
须尽可能接近地面，否则根本炸不到挺进军
的阵地，所以敌机俯冲下来的时候好像就擦

着战士们的耳朵。而且，俯冲一次，敌机就
赶紧拉升，不然就有会撞到山石机毁人亡。
敌机不能连续轰炸，攻击力大大缩小。得出
这样的结论，徐存洋心里有了数。

徐存洋发现不远处有棵大树，就趁敌机
拉升的空档迅速奔到大树下隐蔽好，等着敌
机的俯冲。看敌机已近，他“噌”的闪出身
体，抬起手中的水连注步枪“当”就是一枪。
敌机翅膀一抖，直奔徐存洋藏身的大树横冲
而来，“嗒嗒嗒”一梭子子弹打在石头上火星
四溅。徐存洋机智地就地十八滚，藏到一个
巨石后面。说时迟那时快，趁敌机还没顾得
上拉升喘息，徐存洋抬手对准敌机又是一
枪。这一枪，小日本的飞机吃不住劲了，只
见左右乱摆，一个猛子就扎在塔岭沟中。战
士们欢腾了，日军飞行员至死恐怕也不相信
自己会被挺进军战士的步枪给打下来。

挺进军战士徐存洋步枪打下日本人飞
机的消息，很快在平西抗日根据地传扬开
来，鼓舞着抗日军民更加顽强地抗击日本帝
国主义者。 区档案史志局/供稿

为加强我区精神文明建设，适应新
形势的需要，提高城市文明程度，改善
乘客乘车环境，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
不断壮大公共文明引导员的队伍，结合
我区的实际，经上级批准，拟在门城地
区扩招公共文明引导员30名。

一、招募原则及岗位说明
根据《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行动管

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公共文明引导员
按照“招募社会化、服务专业化、城市一
体化”的原则，向社会公开招募。公共
文明引导岗，属政府购买的社会公益服
务岗位，属志愿服务性质，不属于就业
岗位。

1．文明引导员岗位 28人：主要任
务是倡导文明出行，维护站台及路口秩
序，疏导高峰客流，帮助市民解答问题
等。工作时间以日常工作日早晚高峰
为主，每日总计服务时间为 4-6 小时。
根据实际需要，可临时调整上岗时间。

2．内勤管理岗位2人：主要负责网
络管理、文字宣传、照片拍摄、内勤统计
等工作。根据实际需要，可临时调整工
作时间。在文明引导员服务补贴的基
础上，有一定的岗位补贴。

二、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2017年9月8日。

三、招募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首

都，热爱家乡，热爱公益，崇尚文明，品
行端庄，无违法犯罪记录。

2.具有北京市常住城乡居民户口，
自愿在公交站台、重点路口文明引导公
益岗位从事志愿服务。

3.身体健康，无心脏病、高血压、皮
肤过敏等不适合从事站台或路口服务
的疾病，或各种传染性疾病（以指定医
院体检证明为准）。

4.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女 55周
岁以下，男57周岁以下。

5.热情、耐心，善于沟通，具有较强的
语言表达和组织协调能力，会电脑者优先。

四、报名地点及咨询电话
1、报名地点：门头沟区公共文明引导行动协调

指导小组办公室，剧场东街甲10号楼底商（门头沟
区影剧院后面）

2、咨询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00
下午2:00-4:30

3、咨询电话：010-69827724

门头沟区文明办、区协调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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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冰）8月7日，
我区召开石龙五期征收工作专题
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出席
会议并讲话。

在听取永定镇相关工作汇报
后，付兆庚对前期工作的开展给予
充分肯定。他表示，要进一步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工作举措，
压实工作责任，做到各尽其责。要
认清当前征收工作形势，保持工作
积极性，坚持过硬的工作作风，把

工作做足、做细，确保征收工作顺利
推进。

付兆庚强调，要由镇里牵头，
相关单位全力配合，形成工作合
力，加强调度，及时了解工作情况，
掌握进度。要继续加大力度，科学
制定时间节点，坚持问题导向，做
好约谈工作，并落实好征收工作解
决方案，全力以赴把工作抓紧抓
实。

区领导张兴胜、赵北亭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冰）8月7日，
我区召开棚改工程推进会。区委
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彭利锋
主持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听取棚改在施
工程有关情况汇报，永定镇3751项
目进展情况，研究新增棚改项目有
关情况。

付兆庚指出，棚户区改造工程
是我区一项重中之重的民生工程，
要高度重视，落实责任，倒排工期，
全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快突破，
见成效。相关部门要落实解决方
案，加大执行力度，对上、对下做好
协调，攻坚克难，积极做好项目推
进过程中的问题对接。要着力做
好督查工作，加强巡查，确保棚改
任务按时有序推进。同时，针对新
增棚改项目，要总结经验，根据实
际情况，做好设计规划，为后续工
作顺利推进打下基础。

区领导赵北亭出席会议。
又讯（记者 李冰 史佳怡）8月3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带队
到龙泉镇棚改签约现场调研，实地
查看龙泉镇大峪化工厂及周边地
块棚改项目签约进展情况。

付兆庚指出，大峪化工厂及周
边地块棚改项目是我区一项重要
的民生工程，龙泉镇要高度重视，
明确任务，尽快完成签约工作，为
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打下基础。地
块内的餐饮企业多年来为我区百
姓提供服务，属地政府要积极为广
大企业的继续发展创造条件、提供
支持。同时，要继续大力引进商业服
务业，在实现群众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的同时，不断提升地区生活品质。

据了解，本次腾退预签约奖励
期为7月22日至8月20日。目前，
涉及的住宅都已完成预签约，正在
进行周边商户的动员工作。

区领导赵北亭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王腾）7月29日
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率
队实地调研便民服务设施建设，并
召开专题会议。

付兆庚一行先后实地调研了
全时便利店和好旺超市营业情况，
详细了解了便利店运营情况，并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随后前往区商务
委召开专题会议。

会上，区商务委汇报整体工作
及便民服务工作推进情况；与会人
员提出意见及建议。

付兆庚表示，便利店选址布局
要适应群众要求，建设要做好规划

布局，与城市形象规划相统一；要
提高服务水平，商品价格要亲民，
产品质量要有保障，让便利店切实
达到方便群众的目的。他强调，相
关单位、部门要优先增加补充便民
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引进符合规
范化、连锁化、便利化、品牌化、特
色化发展要求的生活性服务业市
场主体，确保居民基本生活服务不
受影响；要加大宣传和舆论引导力
度，及时总结创新模式，开展经验
交流和宣传推广，发挥典型示范引
领作用。

区领导庆兆珅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8月7日
下午，区政法系统召开疏解整治促
提升专项行动法律问题培训座谈
会。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丁勇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与会人员就疏解整治促
提升工作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发言。

丁勇在讲话中表示，疏解整
治促提升工作是一项具有持续性
的工作，各相关单位、部门要提高
对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的认识，
明确工作目标是优化提升首都核

心功能和建设和谐宜居之都，最
大限度发挥产业疏解对人口调控
的带动效应，确保人随功能走、人
随产业走。同时，在疏解整治促
提升工作过程中，要依法依规开
展各项工作，相关人员要加强对
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学会用法
律武器推动工作进行，变被动为
主动。要加强各部门间的沟通协
调，特别是在联合执法中明确各
自的主责问题，确保圆满完成专
项行动任务。

本报讯（记者 苑辉）近日，我区
召开党委系统办公室工作会。区
委常委、区委办主任、区直机关工
委书记金秀斌出席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全市党委办公室主
任会议精神，并安排部署今年工作。

会议要求，全区各单位党委系
统办公室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切实加强做好各项工作的政治担

当，要不断强化保障，加强办公室
队伍建设，要以学习常态化、工作
标准化、管理制度化、服务精细化
为途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真抓
实干、改进工作、优化效能、提升水
平、争创一流，全面完成各项工作
任务。努力营造党委系统办公室
工作的良好环境，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我区召开

石龙五期征收工作专题会

我区推进棚改工程进度

区领导实地调研

便民服务设施建设

区政法系统召开
专项行动法律问题培训座谈会

我区召开

党委系统办公室工作会

抗击日寇传佳话
步枪也能打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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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峪街道增产路东区举办
“和合好家风好家庭”展示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8月8日
上午，区领导与京煤集团领导座
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京
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阚兴，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孙德刚
等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京煤集团相关负责人
汇报了在王平村煤矿工业广场建设
中国静态交通创新园的方案、在木
城涧煤矿建设门头沟滑雪产业园的
方案、在木城涧煤矿千军台坑建设
国家安全生产事故预控与应急处置
技术研发实训基地的方案、京煤集
团总部地块改造规划定位的方案。

阚兴表示，将继续全力支持门

头沟区的发展，认真研究规划方
案，做好产业转型等工作，确保产
业发展与地区规划相一致。

付兆庚对与会人员的到来表
示欢迎，并对京煤集团多年来在我
区各项事业发展中做出的贡献表
示感谢。希望京煤集团在转型发
展过程中，使所有项目都能紧紧把
握住生态底线，做到保生态，保青
山，使区域更好发展。区委、区政
府也将继续支持京煤集团转型发
展，全力做好相关服务工作，最终
实现双方共同发展的目标。

区领导彭利锋、赵北亭、庆兆
珅出席会议。

区领导与京煤集团座谈

首届秋粥旅游文化节在灵水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 柯尊超）秋高
气爽，碧空如洗。8月7日，2000余
名游客奔赴斋堂镇灵水村，参加第
十七届举人暨首届秋粥旅游文化
节活动。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金

玲出席活动。
仪式上，灵水村负责人对活动

做了介绍，斋堂镇负责人对灵水及
斋堂传统旅游文化资源作了推介，
张金玲作致辞并宣布活动正式开

幕。
灵水村作为京西古村落群中

最具有文化代表性的古村落，集合
了古代科举文化、士大夫文化、商
文化、宗教文化、古建文化等多种

文化。古韵十足。今年是灵水举
人文化节走过的第17个年头，游客
不仅可以免费品尝香甜可口的秋
粥，还能细听民俗专家讲解有关立
秋的故事，近距离的学习中国传统
民俗知识。同时，活动演出了含欧
美风情、非洲趣味在内的歌舞、杂
技、相声等20余个精彩节目，令游
客叹为观止。

据灵水村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斋堂镇深入挖掘古文化资源、
致力于古村落保护与开发，大力发
展古村落文化旅游休闲产业。在
灵水，先后完成了停车场、游客接
待中心、旅游导视系统及举人文化
广场建设，恢复修缮了文昌阁、魁
星楼和三元堂举人院等古建筑景
点，完成了4A级景区旅游规划，举
人文化展览馆也已对游客开放。
去年，斋堂镇启动了灵水村整体修
缮保护工程，对古民居建筑的屋
顶、门窗、阁楼、装饰等进行系统修
缮，对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进
行全面升级改造。同时，灵水景区
还实现了产权向区山水文化旅游
公司的顺利交接，景区的经营管理
逐步走上规范化运营轨道。另外，
在大力保护古村落文化资源的同
时，斋堂镇积极推进全域旅游资源
的开发，去年与华侨城集团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举全镇之力打造集
旅游、文化、创意、商务、办公、居
住、购物、休闲等功能于一体具备
国际水准的世界文化旅游小镇。

本报讯（记者 闫吉）近一段时
间，龙泉镇以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
为抓手，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将腾
退土地和闲置荒地，建设成花园、
果园、菜园，不但有效防止了违建
的滋生，而且进一步美化了镇域环
境。

位于中门寺村中门家园社区
旁的花田，在两个月前还是一片闲
置土地，土地上圈地乱种、私搭乱
建等现象十分严重。龙泉镇结合
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对这120亩
闲置土地实施了花田式的改造。

连片的福禄考、金鸡菊、波斯菊组
成了一大片花海，不仅美化了环
境，还解决了附近居民的出行问
题。附近的一位居民说，春天开始
他们就都给我们种上了花，村里弄
的特别好，环境优美，一出小区心
情就特别好，我们就感觉特别幸
福。

在环境提升的同时，龙泉镇将
西辛房村和天桥浮村的腾退土地
和荒地，建设成菜园、果园，既防止
了违建滋生，也保护了绿水青山。
该镇天桥浮村党支部书记梁建华

说，天桥浮村属于浅山区，他们利
用荒山荒坡等闲置的土地，种植了
枸杞、提子、蓝莓等十多种绿色经
济作物，不仅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
题，还保护了青山绿水。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镇大力
推动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整治行
动。截至目前，已拆除违法建设54
处 83253平方米，清理人口1100
人。开墙打洞整治23处，联合城
管、工商等部门开展占道经营、无
证无照经营整治工作。清理永定
河两侧私搭乱建、乱堆乱放20处，

涉及面积4000多平方米。
龙泉镇党委书记亓建军表示：

下一步，按照市区的工作要求，龙
泉镇将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以党
建引领为平台带动的1+9工作体
系建设。将继续加大疏解整治促
提升的工作力度，将全面摸排，对
违法建设、出租大院进行全部拆
除。将深入开展以治脏治乱治差
为重点，以“六清四化一满意，十有
十无”为标准打造美丽乡村，构建
和谐社区的专项行动，净化美化镇
域环境。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净化美化镇域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