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8月 18日 星期五 丁酉年闰六月二十七 第 1121期

刊 号: 京 内 资 准 字 2003- L0060 号 今日四版

主办单位/北京市门头沟区广播电视新闻中心 热线电话:69849082/69847961 网址:www.bjmtgnews.com 门头沟区为民服务信息平台/热线电话:616-96156 本版责编/李剑韬 本版美编/郭其瑞

我区表彰20名勤廉之星
本报讯（记者 屈媛）8月

16日上午，我区召开区直机
关系统“勤廉之星”表彰暨宣
讲会。

会上，区直机关工委相
关负责人宣读表彰决定；区
委组织部、区纪委、区直机关
工委相关领导为“勤廉之星”
颁发荣誉证书。

区直机关工委选取了7

位“勤廉之星”的事迹，组成
了区直机关工委“勤廉之星”
宣讲团，为大家讲述普通党
员在基层一线平凡的岗位上
不平凡的事迹。宣讲团成员
分别来自：科委、纪委、地税
局、工商分局、食药监局、文
委和信访办，他们或讲述自
己的故事，或讲述身边共产
党员的故事，通过他们的讲

述，为我们展现出基层党员
不一样的风采。

据了解，今年，区机关工
委在全系统开展了“勤廉之
星”评选活动，经过基层党组
织的层层推选，共评选出本
系统“勤廉之星”20名，以发
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
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见贤
思齐、勤政廉政。

区政法系统工作会强调

维护社会稳定 首先要确保民生

我区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百日行动”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记
者从区政法系统半年工作会上了
解到，我区上半年政法工作发展平
稳有序。

区公安分局坚持多警联动，围
绕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入室盗窃、盗
窃电动自行车案件，持续开展了打
击“盗抢骗”“黑拐抢”“食药环”等
一系列专项行动，实现了破案总
数、破现案数量、破侵财件数量三
提升。上半年，全区破获刑事案件
总数同比上升21.9%。其中，破获
当年案件数同比上升125.9%；破获
侵财案件数同比上升26.4%。坚持
采取公开巡逻、便衣阵控、视频巡
控相结合的方式，最大限度提高街
面见警率，围绕可防性案件，强化
巡逻防控、蹲守布控以及入户宣传、
专群结合等防范举措，最大限度挤压
犯罪空间。上半年，全区入室盗窃
案件同比下降26.9%，伤害案件同
比下降53%，“两抢”案件零发生。

与此同时，区法院积极探索多
元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形成多层
次、体系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制定区法院《人民调解员诉前调解
案件补贴办法》；与区司法局会签
《诉调对接实施办法》。今年上半
年，立案阶段繁简分流导出案件共
计1684件，诉前调解导出率42%，
调解成功率32%，位列全市第4名。

区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半
年，区法院将围绕区委的工作部
署，坚持改革引领、规范夯基、文化
厚植工作思路，不断改进工作，推
动法院各项工作科学化。认真强
化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围绕服务发展大
局，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真抓实
干，从而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保社会稳定，首先要确保民
生，尤其是困难群众的生活，这是
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为确保困
难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区民政局大
力推进社会救助精准化，织牢织密
社会保障网底，实施精准救助工
程。加强困难群体精准识别，建立
城乡低保对象第三方入户核查机
制，城乡低保标准统一提高至月人
均900元。上半年，全区共有低保

对象4107户，7303人，农村五保供
养对象315户、324人，累计发放城
乡低保金3167.95万元，特困供养
资金267.58万元。加强边缘群体
临时救助，落实“救急难”政策，对
遭遇急难的困难家庭和边缘家庭
及时给予救助。为3018名困难群
众发放医疗救助资金720.6万元。
为53户、94名因病因灾及子女就
学等原因造成生活暂时困难的家
庭发放临时救助资金40.13万元。
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衔接发放工
作，对接区残联做好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
放工作，保障全区符合条件的1.3
万名残疾人家庭基本生活。建设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救助
体系，加大政策救助力度，投资30
万元，为城乡低保特困家庭发放
1000张爱心救助卡；支出资金33
万元，资助2091名农村低保、低收
入人员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
达到100%。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慈善救助，鼓励区内企业投身慈
善事业，聘请专业公司包装策划慈

善项目，面向社会募集善款13万余
元。实施“携手助老送健康——慈
善医疗卡”救助项目、“革命老区光
明行”等系列助老、助医、孤残、应急
慈善救助项目，上半年，共支出慈善
救助金170.26万元，救助困难群众
2160人。加强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和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开展“合力
监护、相伴成长”专项行动，引入社工
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慈善组织参与
救助工作，救助各类流浪乞讨及临时
困境人员295人次，帮扶重点困境未
成年人139人。迅速响应、妥善开展
6.18洪水自然灾害救灾及善后工作，
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区司法局法律服务突出“深”，
确保服务实效性。深入调研，深入
思考，以法律服务向纵深发展为目
标，强化服务的实效性。成立检察
院法律援助工作站，开展妇女、残
疾人特色群体开展专项维权季活
动，上半年共接待解答法律咨询
4374批次，受理法律援助案件579
件，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894.12
万元。

高质量完成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张贵林在我区重点项目推进会上要求

按时抓紧推进 打造优质工程

本报讯（记者 李冰）8月 16
日，我区召开公共工程服务中心
重点项目推进会。区委书记张贵
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区公共工程服务中心
负责人汇报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及
存在问题，相关单位就下一步重点
项目推进工作发表意见和建议。

张贵林表示，重点项目推进
工作对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推
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进一步增强
责任感、紧迫感，倒排工期，全力

以赴按时间节点抓紧推进。区工
程中心要加强专业学习、培训，强
化自身能力，不断提升工作水
平。要做好重点项目工作计划，
同步考虑项目质量安全、设计功
能、造价、工期等方面，严格按照
计划调度实施。要优选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以及监理单位，形成
长期战略合作伙伴，打造优质工
程。相关部门要积极对接，做好
工作记录，加强沟通交流，确保项
目按时保质完成。

区领导赵北亭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从今
年8月1日起至11月30日，我区
将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

“百日行动”工作。旨在全面提升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质量，
高质量完成2017年清洁空气行
动计划。

针对此项工作，我区建立了
协调推进机制，成立了区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攻坚“百日行动”工作
指挥部，组织协调全区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百日行动”工作。
工作任务包括煤改清洁能源专项
行动、城乡结合部环境综合整治
行动、工业企业综合整治行动、机
动车综合执法行动、扬尘管控专
项行动、生态环境建设专项行动、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专项行动这七
大方面。

其中，在城乡结合部环境综
合整治行动中，将由区综治办、区
经济信息化委、区城乡环境办、区
工商分局等部门通过疏解非首都
功能、拆除违法建设、开展“开墙
打洞”专项治理、整治取缔“散乱
污”违法违规排污及生产经营企
业和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手段，解决
一批群众反映的突出环境问题。
同时坚持分类指导，按照先停后
治原则妥善处置散乱污企业，坚
决杜绝“散乱污”企业异地转移和
死灰复燃。

在生态环境建设专项行动
中，将由区国土分局、区城管执法
局、区环保局等部门依照自身职
责，打击非法开采破坏矿产资源，
依法对违法占地行为进行查处，

严厉打击破坏生态、乱采滥挖、污
染环境的违法行为，拆除各类生
态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内的违法
建设项目，责令恢复原状；对于废
弃矿山和裸地荒地按照宜林则
林、宜耕则耕、宜草则草、宜建则
建、宜景则景的原则，进行修复绿
化，减尘抑尘。贯彻落实《北京百
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整改工作
方案》，强化监管职责，加快推进
整改工作，加大执法力度，有效保
护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
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机动车综合执法行动中，
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区交通局、
区环保局等部门将坚持开展综合
执法检查，加强超标排放车辆监
管，对违法车辆实施联合处罚、高
限处罚，对油品销售进行专项清

理整顿。对违法车辆一律实施联
合处罚。对于超标排放柴油车
辆，一律依法依规按顶格上限处
罚，并全部劝返。以施工工地、主
要道路和车辆聚集地等为重点区
域，对使用冒黑烟作业非道路移
动机械，每日进行巡查和不定期
飞行检查，对违法行为依法实施
高限处罚。

另外，在日前开展的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攻坚“百日行动”工作
夜查行动中，区环保局出动449
人次，检查汽修、印刷、制药、工地
等企业33家次，检查车辆42262
辆，处罚18起；区城管执法局出动
执法人员637人次，执法车辆221
台次。检查施工工地76家次，检
查运输车辆35台次，巡查、盯守露
天烧烤点位51个。

背街小巷示范设计专题会提出

打造提升城市发展水平的民生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季）8月 15

日下午，我区召开背街小巷和示
范社区设计专题会。区委书记张
贵林出席会议。

会上，大峪办事处、城子办事
处、永定镇、龙泉镇等镇街先后汇
报各辖区内背街小巷及示范社区
设计方案；区环境办就公厕改造
提升方案、滨河路底商设计方案
进行汇报。

张贵林在讲话中指出，背街
小巷的整治和示范社区的打造有
助于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城
市发展水平，希望设计单位能够
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进一
步完善方案，尽快定稿，保证9月
底前各项工作顺利开工。相关部
门要提前做好基础性工作，协调

配合，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创造条
件；要保证严格按照设计方案实
施，选择实力强、信誉好的施工单
位，使各项目实现又好又快推进。

针对景区公厕提升、村庄旱
厕改造的设计方案，张贵林表示，
景区公厕设施的不完善及旱厕改
造的相对滞后，不仅给居民生活
带来不便，还严重影响城市文明
形象。设计单位要按照“外部样
式简洁统一、内部空间干净清爽”
的总要求，尽快完善工作方案，争
取早日实施到位。相关部门要加
快推进景区公厕建设与改造，全
面提升公厕管理水平，不断满足
广大游客需求，提升我区区域形
象。

区领导张翠萍出席汇报会。

我区河湖安全管理工作专题会要求

做好隐患险情排查防守工作

本报讯（记者 屈媛）8月 15
日下午，我区召开河湖安全管理
工作专题会。区委副书记、区长
付兆庚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区水务局通报近期我
区发生的河湖溺亡意外事件；区
水务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农业
局、区旅游委、永定镇、龙泉镇、妙
峰山镇、王平镇依次简要汇报进一
步保障河湖安全管理的措施。

付兆庚要求，相关部门要加
大巡查力度，部门之间要积极配
合协调，形成合力，多部门进行联

合执法，做到死看死守，加强物理
隔离方法，重新调整布局。要加
大联动机制，加强周末及平日的
日常巡查，毫不松懈地做好隐患
险情排查防守工作，相关单位负
责人要把责任履职到位。进一步
落实河长制，对于破坏水环境、涉
及公共安全问题的违法人员要进
行严厉处罚。要加大对市民的宣
传力度，加强舆情监控、舆论引导
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区领导彭利锋出席会议。

撸起袖子加油干
疏解整治促提升

付兆庚在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专题会上要求

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 狠抓落实 确保完成

本报讯（记者 屈媛）8月 17
日上午，我区召开疏解整治促提
升工作专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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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展改革委汇报《门
头沟永定（清水）河、山区主河
（沟）道及门城新城、浅山重点镇
低级次产业业态专项清退工作方
案（征求意见稿）》内容及前期准
备工作情况；区编办、区旅游委、
区环保局、区水务局、区城管执法
局、区综治办、区国土分局分别汇
报专项清退工作前期准备情况及
意见建议。

据了解，低级次产业业态是
指产业层次低、土地利用效率低、
耗水多、耗能大、污染重、冒黑烟、
淌黑水、有异味、环境差的各类产

业。这次清退工作重点涉及低级
次产业经营户以及用于出租居
住、废品回收的相关大院.

付兆庚要求，全区各镇街及
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把清退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
任务，摆上工作日程，狠抓工作落
实。要按照适用范围、不改清退
区域、标准界定、工作安排、时间
节点等工作要求，有针对性地做
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为清退工
作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各镇街
要认真学习掌握清退政策，有序
开展清退工作。各委办局要主动
发挥职能作用，与镇街密切配合，
形成合力，各专业公司要依法依
规开展工作，对于敷衍、弄虚作假
或不按要求清退的行为，要严肃
处理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确保
清退工作顺利开展。

永
定
镇
一
月
内

拆
违
两
万
多
平
方
米

本报讯（通讯员 张俊
英）近日，笔者从永定镇获
悉，该镇1个月内拆除违建
24000多平方米。

昔日私搭乱建随处可
见，今日彻底拆违环境改
善。7月14日至今，永定镇
按照“疏解整治促提升”誓师
大会精神，会同相关科室及
村委会，以冯村、南区、北区、

万佛堂、卧龙岗5个未拆迁
村为重点，拆除违法建设
200余处，共24000多平方
米，创下了单周拆除点位过
百，面积破万的好成绩。此
项工作有效推进了北京市严
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
专项行动，同时为地区浅山
区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百
日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为永定镇产业预留地临时工棚拆除后图为永定镇产业预留地临时工棚拆除后

图为永定镇产业预留地临时工棚拆除前图为永定镇产业预留地临时工棚拆除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