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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峰山镇三招破解看病难题

付兆庚针对低收入精准帮扶工作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首善标准
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妙峰山镇全面推行“山长制”，守住生态护好绿水青山

张力兵与阜外医院领导座谈时表示

加大智慧医疗领域合作力度
打造特色医疗“高精尖”产业体系

爱山 养山 管好山

本报讯（记者 王腾）今年 4
月，当全村人已经全部入睡后，一
个在涧沟村游荡了两三天的外来
流浪人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山
上点了一把火。

“我们负责巡逻的村民第一
时间发现火情上报给我，大喇叭
广播后，全村人马上出动一个小
时内有惊无险地把火扑灭了，没
有造成人员伤亡。”涧沟村党支部
书记、山长王瑞清说。

无独有偶，去年4月，因游客
用火不慎，在南庄村与上苇甸村
交界处引发山火，涧沟村村民反
应迅速，配合其它村庄及时把火
扑灭。

记者了解到，妙峰山镇属于
我区浅山区，树木茂盛，又是旅游

胜地，往来人员复杂，相对来说护
林防火难度较大。涧沟村之所以
应急迅速，及时扑灭山火，主要归
功于妙峰山镇新近出台的一项特
殊制——“山长制”。

据妙峰山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建立镇、村两级‘山长制’，充
分体现爱山、养山、管好山的生态
理念，按照‘一山一长’的原则，成
立“山长制”办公室，明确职责。
镇主要领导担任镇级山长，镇主
管领导担任副山长。各村党支部
书记和主任担任村级山长，办公
室设立在林业站。镇级山长对全
镇山林负总责，村级山长对村域
内的山林履行属地责任，构建起
了上下联动、分工负责的工作格
局。同时，成立了村级巡山员队

伍共498人，按管控地域开展好
日常巡山执勤工作，做好巡山日
志工作。”

“山长制”的出台意味着我区
护林防火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
化。两起火情被迅速扑灭，不仅得
益于护林员反应迅速，还因为妙峰
山镇设立了数个森林防火站分布
在各个村庄，方便各村护林员快速
联动。森林防火站内基础设施完
备，防火设备充足，完全满足护林
员随取随用，不需要从区镇临时调
用防火设备。

下一步，妙峰山镇还将在林
区主要山口、路口和重点地段或
醒目地方设置森林管护和生态
环境保护宣传标志和山长公示
牌，标明山林范围面积、姓名职

务、主要职责和联系方式，接受
社会监督；在重点地质灾害隐患
点设置警示标志，增强群众安全
意识。

在涧沟村的一处森林防火检
查站中护林员们正在值守，“我们
这儿是旅游区，游客比较多，平时
主要就是劝阻游客禁止在林区进
行吸烟、野炊、烧烤等不当行为，”
护林员告诉记者。“我们村已经连
续几年被评为护林防火先进单位
了，感觉辛苦都没有白费。”

村级山长王瑞清说：“我们村
一共有87名护林员，分为三个管
护小组，在护林防火高峰期间全
天候24小时值守。涧沟村将继
续保持高压态势，做好护林防火
工作，守住生态护好绿水青山。”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打造良好的生态文明环
境，首先要守护好绿水青山，守护
好生态安全，确保山地林区、河流
水质不发生灾害事故。妙峰山镇
率先建立实施的镇村两级“山长
制”，明确责任领导、属地分工，严
格管护制度、巡检规定，无疑是最
接地气的一种措施。值得我们点
赞，更需人人助力。

过去，人们常把“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挂在嘴时。新时期的
今天，我们如何“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笔者以为，必须科学审
视一山一水所蕴藏的各种资源

及其经济利益，理性对待深山密
林里的飞禽走兽、奇花异草等生
物，科学规划，科学利用。既要
杜绝过去那些无序采伐、过度开
发、违法盗采等问题，更要彻底
转变盲目、违规类“吃山吃水”观
念，摒弃曾经的俗风恶习，增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
必须尊重自然”意识。也就是
说，要科学诠释、正确理解“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观点，意识到人
类生存质量与生态环境有直接
关系。只有杜绝乱采滥挖、乱砍
滥伐、乱捕滥杀，才能让山更绿、
水更清、花常开、鸟常飞。

守护绿水青山，守护每一片
山林，除了对某些重大生态环境
项目进行修复治理外，还有诸多
相关工作要做。比如有的游人
到山林里捕杀珍禽异兽、采摘珍
稀花草，某些人违规用火，往山
林、河道里抛撒垃圾废弃物等，
都须得到及时制止。妙峰山镇
建立落实的“山长制”，就体现了
山山有人管、违规有人查，从源
头解决了随意捕杀、采摘、丢弃
等问题，把有损绿水青山、生态
环境安全的隐患消灭在了萌芽
状态。

守护好绿水青山，守护好每

一片山林，不能只成为一两个
“妙峰山镇”及几十个“山长”的
责任，也不能一花独放。典型经
验、先进作法需要传播颂扬，要
为大家学习借鉴。所以，各镇村
都应行动起来，广大市民群众也
应成为参与者、践行者、助力者，
形成百花竞放、同心合力局面。
特别是山区镇乡和前往山区旅
游的市民群众，无时无刻都要把
保护生态环境、山林安全放在首
位，认真对待生态环境问题，增
强环保安全、生态绿色意识。像
呵护自己的眼睛那样，呵护一山
一水、一草一木。

本报讯（记者李季）6月4日上午，
区委书记张力兵，区委副书记、区长付
兆庚与阜外医院院长户盛寿、副院长
蒋立新就构建国家医工智能创研基地

“高精尖”产业体系建设进行座谈。
会上，区发改委汇报我区依托国

家心血管病中心推进国家级医工智能
创新研发基地构建特色“高精尖”产业
体系设想，与会人员围绕下一步工作
进行研讨。

张力兵在讲话中指出，我区与阜
外医院要统一思想，通力合作，统筹运

用好中央、市、区各项政策、资金，抢抓
互联网+医疗健康行业发展最佳时机，
全力打造特色医疗“高精尖”产业体
系。同时，要发挥阜外医院资源优势，
加大智慧医疗领域合作力度，着力做
好“高精尖”产业项目落地及低收入帮
扶等工作。

胡盛寿表示，阜外医院将以西山
园区为基地，提升门头沟区整体医疗
服务水平，建立健全创新型产业链条。

区领导彭利锋、金秀斌、庆兆珅
参加座谈。

本报讯（记者 李冰）6月1日下
午，我区召开低收入精准帮扶工作调
度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出席
会议并讲话。

副区长王涛主持会议。
会上，区农委汇报低收入帮扶工

作总体进展以及帮扶基金管理办法、
市级单位结对帮扶低收入村指导意
见制定等情况，区直机关工委汇报区
级单位结对帮扶工作进展情况，区人
力社保局汇报促进低收入农户就业
情况，各镇汇报帮扶进展及帮扶措施
落实情况，相关单位发表意见建议。

针对当前帮扶工作付兆庚提出
了“九个下功夫”的具体工作要求：一
是在深刻领会市委精神上下功夫，要
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首善标准，切实
按照蔡奇书记到我区调研讲话精神
和低收入精准帮扶工作系列批示精
神，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二是
在增强造血功能上下功夫，要始终把
产业帮扶放在第一位，培育绿色可持
续产业项目，处理好近期与远期工作

目标关系，保证稳定、长期脱贫。三
是在利用好社会资源上下功夫，要按
照“六个一”等帮扶机制和措施，加强
沟通联络，充分发挥市属国企、民主
党派等单位作用，打造实体帮扶。四
是在帮扶建档立卡户上下功夫，要集
中政策、资金等资源，帮扶重点对象，
做到精准帮扶。五是在政策统筹上
下功夫，要紧盯新政策、落实老政策，
确保各项政策第一时间落实到位。
六是在真帮扶真脱贫上下功夫，镇党
委政府要高度负责，拿出切实举措推
动帮扶工作。七是在树立典型加大
宣传上下功夫，要挖掘典型，加强信
息报送，新闻媒体开辟专栏进行报
道，弘扬榜样力量。八是在整治帮扶
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上
下功夫，要提高重视程度与责任意
识，切实将工作做细做实。九是在党
建引领上下功夫，要强化基层党组织
建设，配齐配好班子队伍，抓好软弱
涣散村整顿工作，保障低收入帮扶各
项工作有效落实。

为“山长制”点赞助力
■ 春秋雨

高 温 下 的 坚 守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6月4日
下午，区委书记张力兵，区委副书记、
区长付兆庚与首发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张闽，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恒
利座谈。

会上，区城市管理委负责人汇报
国道109新线高速、军温路、石龙路
（阜石路西延）、锅炉厂南路整体情
况；市规划院负责人介绍石龙路（阜
石路西延）、锅炉厂南路规划设计情
况（西六环路—莲石东路）；首发集团
负责人介绍国道109新线高速项目
进展情况。

张闽、张恒利表示，首发集团将全
力做好各条道路施工建设工作，有针
对性的开展调研、研讨，着力解决道路
规划中出现的难点问题，希望区委、区

政府进一步加快推进各环节审批事
项，推动各条道路建设早日落地实施。

张力兵、付兆庚对与会人员的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109国道
新线高速、军温路、石龙路、锅炉厂南
路四条道路是我区连通外区、乃至外
埠的重要通道，对我区整体发展至关
重要。在下一步工作中，希望首发集
团能坚定决心，进一步就设计方案进
行深入研究，谨守生态红线，严格按
照市委、市政府相关要求进行施工，
确保各条道路早日完工。区相关部
门也将主动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做好
对接沟通，全力支持合作项目的建
设，全力保障工程顺利进行。

区领导彭利锋、金秀斌、王涛出
席会议。

张力兵与首发集团领导座谈时表示

全力支持合作项目的建设
确保各条道路早日完工

本报讯 连日来，我区持续35℃以上高温，昨日更是逼
近 40℃。热浪滚滚，炙热难耐，整个城市如同一座桑拿
房，正式开启了“桑拿模式”。人们都尽可能地在舒适的
房间里，但是有一群人却要顶着烈日，默默地劳作，他们
来自不同的岗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城市建设服务，
为广大市民服务。

6月 5日中午时分，区环卫一队的崇向东师傅正头顶
烈日，冒着38度的高温清扫街道。崇师傅告诉记者，他今
天是替班，从上午一直到中午12点半，他已经冒着酷暑步
行了将近七八公里。

除了环卫工人，还有很多人坚守在高温下。在我区
重点工程的施工现场，滚滚热浪中一群劳动者依然坚守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保障工程稳步推进。在我区主要
街道、重要路口，交通警察们为了大家更好的出行环境，
在烈日下指挥交通。

王腾/文 姚宝良/摄

付兆庚针对我区重点工程推进情况强调

确保按照既定目标和考核标准加快推进
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科学周密部署

本报讯（记者 王腾 李倩）6月2
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带
队检查我区重点工程推进情况并召
开座谈会。

付兆庚先后到景山学校门头沟
校区新建工程、冯村何各庄A地块市
政配套工程、体育文化中心项目、绿
海运动公园景观提升工程、门城水厂
工程施工现场，实地检查工程进展、
安全生产、现场管理等有关情况，就
检查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区领导提出
明确要求。区领导彭利锋、赵北亭、
王涛、庆兆珅陪同调研。下午，付兆庚
出席2018年门头沟区重点工程第3
次调度会，听取了发改委及相关部
门、镇的工作汇报。区领导彭利锋、张
兴胜、张翠萍、王涛、庆兆珅出席会议。

付兆庚指出，市区重点工程建设
事关地区基础设施完善和固定资产
投资进度，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科

学周密部署，确保按照既定目标和考
核标准加快推进。一是要扎实做好
前期工作，加快手续办理，同时做好
竣工工程的决算工作。二是要强化
投资过程考核，发改委要充分发挥综
合协调作用，定期在政府会议通报投
资进度，监委要采取多种方式加大监
督力度。三是要加大问题解决力度，
区领导和各牵头部门要继续加强日
常调度、现场调度，千方百计解决问
题。四是要进一步加强施工工地现
场管理，实现重点工程建设质量安
全和生产安全。五是施工工地要严
格落实“六个百分百”等相关规定，确
保施工达到环保的各项要求。六是
要确保相关企业依法足额纳税，建
设部门和税务部门要加大监督和稽
查力度。七是要学习借鉴其他区的
先进经验，及时清理建筑垃圾，同
时加快垃圾消纳场所的建设进度。

本报讯（通讯员 赵菁）日前，
妙峰山镇三招破解看病难题。

一是邀请“外援”。聘请北
京朝阳医院专家为医护人员进
行流行性感冒防控与治疗培
训；阜外医院到丁家滩村开展
义诊和免费为 60 岁以上的老
人体检，150人参加。

二 是 协 管 员 兼 任“ 代 理
员”。充分发挥各村劳动保障
协管员的作用，由协管员初审

并代理村民到社保所定期办理
药费报销手续，待手续完成后，
经村民本人核对报销明细单无
误后，由协管员代签并转递报
销回单给村民本人。药费报销
款最终通过银行网银的方式直
接打到村民个人账户，避免村
民两次往返于社保所“跑腿”。
1 至 4 月，发放新农合报销款
790344 元，涉及 1220 人，群众
满意率100%。

三是个性化服务。通过举
办宣传活动周、活动日、编制
《妙峰山镇为民服务办事指南》
小册，张贴宣传海报、业务骨干
培训等方式，大力宣传医疗保
险系列政策；针对失业人员、农
民、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不符合
退休条件人员、应届大学毕业
生等，“因地制宜”建议办理“性
价比”高的保险手续，享受医保
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