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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台村精细化赵家台村精细化““创城创城””妙招频出妙招频出

区质监局

开展国家宪法日系列宣传活动

针灸埋线临床经验学术论坛
在我区举办

12月份第一周环境考评得分排名情况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 99.67 1

龙泉镇龙泉镇龙泉镇龙泉镇 99.59 2

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 99.17 3

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 96.46 4

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 94.16 4

军庄镇军庄镇军庄镇军庄镇 93.73 6

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 92.92 7

门城地区门城地区门城地区门城地区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 97.75 1

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 97.5 2

妙峰山妙峰山妙峰山妙峰山 97 3

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 93.52 4

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 93.03 5

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 92.25 6

其他地区其他地区其他地区其他地区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我区“知联会”“新联会”成立

我区成立

首个公共区域“职工之家”

当前，正是我区巩固“创城”阶
段性成果持续攻坚的关键时期，需
要各部门用足绣花功夫，扎实推进
并突破制约“创城”攻坚中的难点
和瓶颈问题，努力提升城市文明建
设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一是用足“绣花”功夫树新风。
“言行举止文明，绿色低碳出行，诚
信守法经营，百姓生活开心。”“创
城”工作开展以来，全区上下无论是
党员干部、社区群众、莘莘学子的精
神面貌，还是小区秩序、营商环境、
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股
新风扑面而来，逐步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认可，很多干部群众由当初的
让我创，自觉地加入到我要创的“创
城”攻坚队伍中来，形成了强大合
力。对于今后巩固和扩大“创城”成
果，营造更加浓厚氛围，进一步提升
我区城市文明形象和综合竞争力，
赢得更大、更宽、更多的发展机遇将
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一分文明就

好像是星星之火，许多文明就可以
成为燎原之势，汇聚成磅礴力量。
让我们从一点一滴、一言一行做起，
从自我和家人做起，讲文明、抑陋
习，树起“创城”文明新风尚。

二是用足“绣花”功夫比干
劲。“创城”工作时间紧、任务重，需
要各部门大力发扬“讲奉献、争第
一”的门头沟精神，卯足干劲，奋力
拼搏，因此，要在全区上下持续开
展“比政治站位看谁大局观念强、
比担当作为看谁‘创城’实绩实，比
诚信奉献看谁过硬作风好，争当

‘创城’攻坚标兵”的“三比三看一
争”活动，进一步解决在“创城”攻
坚工作过程中，少数人身上还不同
程度存在的畏难厌战情绪和等靠
要思想，达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
进一步增强紧迫性、责任感和事业
心。各部门要以“创城”工作为契
机，着力锻造一支忠诚可靠、踏实
奉献、素质过硬、业绩突出、群众认
可的党员干部队伍，引领全区上下

形成“一盘棋”“一股劲”生动局面，
激发全力以赴持续投入“创城”攻坚
的拼搏干劲，努力在全区干部群众
中形成一心一意谋“创城”、携手共
进打赢“创城”攻坚战的良好氛围。

三是用足“绣花”功夫解难
题。诚然，“创城”工作的终极目标
就是在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的建设
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使人人拥有更多的幸福
感、安全感和获得感。但是，我们
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创城”工作不
可能一蹴而就，同样，培养群众良
好的文明生活习惯与文明和谐的
社会秩序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内
就能够完成。在“创城”工作推进
过程中依然会有不少难题存在，甚
至有些是易反复的难点，如随地吐
痰、乱扔烟头、乱停车辆、宠物随地
大小便等还可能长期存在，需要各
级长期下力气加以引导和治理。
此外，如是否在早高峰时城市主要
路段易发生拥堵、公交车站设置的

是否合理方便群众出行、是否合理
引导老年朋友早高峰错峰出行等
方面还尚待进一步完善，亟需引起
各级重视和做好“答题”，真正让各
项便民政策便民惠民，切实让群众
在享受到“创城”工作带来的成果
中找到认同感和归宿感，真正展现
我区争创全国文明城区的无穷魅
力和强大吸引力。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是我区发
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机遇，承载
着全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
往，当我们一步步向这个目标奋进
的时候，就越要保持积跬步致千里
的清醒意识和心态，本着求真务
实、精益求精的态度，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和力量，用足“绣花”功夫，
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推进“创
城”攻坚如期完成。

区作协深入基层采风

讴歌“美丽乡村”建设

用足“绣花”功夫，推进我区“创城”持续攻坚
■ 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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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美月）赵家
台村坐落于潭柘寺镇。新村街道
干净整洁、乡间别墅林立、民风和
谐淳朴，是“北京最美乡村”。

今年7月，我区吹响了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的号角，赵家台村作为
潭柘寺镇的创建标杆，从细微的小
事入手，从村民最关心的事入手，
引导村民培养文明习惯，让文明意
识深入人心。

洗衣服的水冲厕所，洗菜的水
浇花，如今的赵家台村，家家户户
都是节水能手。这都得益于该村
推行的日常用水给补贴，节约用水
有奖励的妙招。为让村民树立节
水意识，村里出资为全村97户村
民每月免费提供30方自来水。月
底的时候查水表，哪户用水超过

30方，水费就由村民自行买单。
哪户用水没到30方，那么每节约1
方，村里额外奖励5元。

一个月下来，家家户户用水基
本都有结余。村民们把领取节水奖
励当成了日常的一个小乐趣，月底
的时候还要比一比谁家领的奖励
多。

搞好自家门前卫生还能有奖
励？没错！赵家台村门前卫生管
得好，家家户户有奖励。目前，该
村正在推行“门前三包”奖励机制，
每家每户包卫生、包绿化、包秩
序。日常村里检查无垃圾、无乱堆
乱放并按照统一要求做好门前绿
化的，每户每月奖励100元，并由
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奖励金发放。

如今，赵家台村家家户户门前

干净整洁，统一的对联牌匾、统一
的花坛绿植，再也没有门前乱堆乱
放和在花坛里种菜的现象了。

“创城”工作开展以来，该村垃
圾投放分好类，定时集中统一收。
为做好农村垃圾分类回收工作，村
里给每家每户发了分类垃圾桶，村
民要按照可回收、不可回收分类投
放垃圾。村里还安排了小型垃圾
车，每天晚上5点入村统一回收垃
圾。既便于指导垃圾分类工作，也
让村民少走了路，受到了村民的好
评。时间长了，村民们也养成了良
好的垃圾分类投放习惯。

有人说赵家台村底子好、村子
小，“创城”工作好开展。殊不知赵
家台村“两委”干部的想法多、脑子
活，善于引导和培养村民的文明行

为。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开展

以来，赵家台村“两委”干部想村民
之所想，急村民之所急，结合村情
实际，集思广益开展了一系列便民
工作。重新装饰村口牌楼，让赵家
台村的脸面亮起来；加强道路两侧
绿化，让村容村貌显著提升；更换
老旧配电设施，保障村民安全；改
造老年公寓无障碍设施，便捷老年
人出行；粉刷居民楼墙面，让整个
赵家台村换上新衣。

赵家台村“两委”干部表示，“就
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以较少的投
入、较高的质量，提升村里的环境面
貌，让村民满意。再加上适当的引
导，文明程度自然会慢慢地提升起
来。”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李冰）
12月 7日上午，我区召开党外知
识分子联谊会和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联谊会成立大会。区委常委、
统战部长张永，区委常委、区委办
主任金秀斌出席会议。

大会选举产生了区“知联
会”、区“新联会”第一届会长、副
会长、秘书长，与会领导为区“知
联会”活动中心和区“新联会”活
动中心授牌，区民主党派、工商
联代表致贺词，区“知联会”“新联
会”第一届会长进行表态发言，市
委统战部相关处室负责人对两个
联谊会工作开展进行指导。

张永在讲话中要求，要教育

引导全区广大党外知识分子、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紧密团结在区委
周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形成
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充分发
挥“知联会”“新联会”人才荟萃、
智力密集的优势和“智囊团”“人
才库”的作用，为地区发展出谋划
策、贡献力量。要充分发挥“知联
会”“新联会”群众基础好、社会影
响大的优势，着眼民生、着力民
享、着重民安，扮演好在构建和谐
社会中的重要角色。要切实加强

“知联会”“新联会”自身建设，充分
发挥好“聚才”“树才”“荐才”作用，
把“知联会”“新联会”建设成为发
现、培养、举荐人才的重要基地。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
我区首个公共区域“职工之家”在
城子街道成立，可对辖区内及周
边约2200人提供服务。

按照区总工会要求，公共区
域“职工之家”设置了职工书屋、
活动室、母婴关爱室等一系列服
务区域，职工只要持有工会会员
互助服务卡就可到公共区域职工
之家体验读书、健身等工会特色
服务，不仅可以在闲暇之余补充
能量，还可以在这里感受“家”一
样的温暖。

城子街道的机关干部们都
说，公共区域“职工之家”环境非
常好，有时间可以坐下来静心看
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对以后的

工作包括日常的写作都非常有帮
助。如果书读累了，还可以健健
身，锻炼一下身体。

据了解，城子街道公共区域
职工之家是今年以来深入推进职
工之家建设的亮点之一。在市总
工会的支持下，区总工会积极开
展公共区域“职工之家”建设，体
现智慧建家特点的同时，突出了
工会服务和工会特色。

区职工服务中心主任张明亮
介绍，公共区域“职工之家”的主
要目的是，把服务职工的阵地由
本单位内或者由本区域内，由内
向外进一步延伸。接下来，还将
继续推进职工之家的建设，方便
全区职工。

本报讯（记者李倩）日前，针灸
埋线临床经验学术论坛在龙泉宾
馆举办，推进中医药特色诊疗技
术应用和标准化建设，推动中医
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本次论坛由门头沟区中医医
院、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埋线
研究专业委员会、华润医疗北京
区域中医专业委员会、华润医疗
临床工委、区中医学部共同举
办。论坛邀请了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埋线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
任晓艳教授、执行会长王守东教
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针
灸科主任石现教授，门头沟区中

医医院副院长庞秀花主任医师四
位针灸埋线的专家，分别以《针灸
埋线的历史现状未来及减肥除皱
方面的应用》《任氏现代针灸埋线
技术与疗法在痛、癌、衰临床疾病
的整合应用》《针灸埋线与头针在
临床上的应用》《针灸穴位埋线操
作规范标准》为题开展交流。

门头沟区中医医院相关负责
人说：“此次培训重点推广针灸埋
线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针灸埋
线疗法是针灸的一种延伸和发
展，具有操作简便、疗效显著、费
用低廉等特点，具有一定的推广
价值。”

本报讯（通讯员王木霞）12月
8日，区作家协会到妙峰山镇炭
厂村进行了“美丽乡村”采风活
动，深入生活，深入基层，了解新
农村建设和发展情况。

当日，虽然寒风袭人，但却
未能阻挡热爱家乡、赞美家乡的
会员们，大家满怀热情，踏进了
坐 落 在 大 山 深 处 的“ 美 丽 乡
村”——炭厂村。

炭厂村支部委员、神泉峡景区
经理李刚向会员们介绍了新农村建
设和景区发展，带大家领略了这个
从明末清初开始以烧炭为生，到林
果为主、再到旅游发展的三次转型，
实现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三级跳的

炭厂村。
旧村改造后的炭厂村房屋别

致、环境整洁、古韵犹存，神泉峡
景区更是景色宜人。在村史馆，
会员们进一步了解了村名的由
来、姓氏家族、隶属沿革、村内大
事记等，看着一件件记载着古今
历史的农耕用具及生活用品，让
大家在流连回味中感受到了乡
村振兴发展带来的可喜变化。

区作协主席马淑琴被大家
不畏严寒，坚持采风的精神所感
动，让大家铭记这次难忘的经
历，用手中的笔讴歌新时代，赞
美“美丽乡村”，共同助力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的创建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高宇）近日，
区质监局开展了“12· 4”国家宪法
日系列宣传活动。

一是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
了宪法专题学习，观看《中国宪
法》《学习新宪法、拥抱新时代》宣
传片；二是组织干部职工参加了
门头沟区宪法知识竞答活动，观
看了“12· 4”国家宪法日法治文艺

专场演出；三是开展了以“尊崇宪
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运用宪法”为主题的国家宪法
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咨询、
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
开展宪法宣传和法律服务，弘扬
宪法精神，增强全民宪法意识和
法治观念，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
法治氛围。

从细微的小事入手 从村民最关心的事入手

区消防支队
开展百场消防宣传进社区（村）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杨龙普）区消防支队连日
来整合支队机关干部，组成流动消防宣传小
组，利用一个月时间，主动深入全区 150 余个
社区（村）开展上门送安全活动，普及消防安全
知识，提高市民自防自救能力，维护全区火灾
形势稳定。

活动采取培训授课、入户提示、互动体验、
演习演练，参观消防中队等警示性强、通俗易
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利用消防宣传车、疏
散逃生帐篷、微型消防站消防车、灭火器等设备
器材，面对面地向市民群众讲授消防安全知识，
宣讲消防法律法规，告知家庭用火、用电、用气
注意事项，传授初期火灾扑救、火场自救逃生等
技能方法，手把手教授灭火器材使用方法，组织
疏散逃生演练，解答群众关心的消防安全问题，
发放《消防安全二十条》等消防宣传材料。

活动过程中，群众参与热情高涨，认真听
讲，踊跃发言，积极互动，纷纷表示：水火无情，
消防安全无小事，一定要注意家庭火灾防范，并
为消防指战员无私奉献、吃苦敬业、为民护民的
优良作风点赞。

今后，区消防支队将继续围绕“全民参与、
防治火灾”主题，组织各类授课、体验、演习演练
等活动，积极营造“人人关注消防、共创文明城
区”的良好氛围，为维护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确保全区消防安全稳定打下坚实基础。

冬季来临，风干物燥，火灾风险大。在此，
区消防支队提示：请您购买使用质量合格的电
动自行车、充电器和电池，不在室内、走廊、楼梯
间停放、充电。请您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可燃
物。电暖器与家具、被褥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
离，不超负荷用电，不卧床吸烟，勤查燃气管道
和灶具，防止各类火灾事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