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韩洪福）
随着世葡会的临近，会时环
境保障成为大会重点工作之
一，县环卫中心采取多项措
施，加强城市保洁，为大会提
供良好的环境保障。

7月10日，县环卫中心在
世葡会主要场馆之一的会展
中心周边街道开展了环境保
障演练，对“一环”实行吸扫、
洗扫、喷雾、快速保洁“四位

一体”高标准环卫作业。演
练中，1辆干吸式扫车、1辆洗
地车和1辆洒水车前后有序，
形成吸、洗、喷一条龙作业，
同时加上30分钟的快速巡回
保洁，人机配合、不留死角，
作业后的路面干净、整洁，街
道变得更加清新靓丽。

据了解，为全力做好世
葡会会时期间环境卫生保障
工作，为大会营造干净整洁

的会时环境，县环卫中心在
保障日常环境清扫的同时，
采取多项措施做好世葡会环
境保障工作。除了将会展中
心周边街道作为重点保障区
域外，县环卫中心还将“一
纵”（即妫水南街和妫水北
街）、“两横”（即湖北西路和
东外大街）纳入重
点保障范围，加强
机械化作业和人

工快速保洁的协同作业力
度。同时，对公厕重点区域
加派保洁人员。

县环卫中心负责人表
示，世葡会举办期间，县环卫
中心将全员上岗，全力保障
会时环境，用干净整洁的城
市环境迎接中外游客。063x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杜娅
珍 通讯员 王兰）日前，县第一
职业学校专业面点烹饪教师
来到沈家营镇曹官营村，为民
俗户开展了一对一“私人订
制”式培训。

据悉，沈家营镇按照“旅游
强镇”的思路，制定了民俗户升
级改造奖励制度，推出一村一
品特色主打品牌。针对曹官营
村的主打特色品牌“三色春饼
宴”制作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
题，特邀请县第一职业学校专
业面点烹饪教师进行一对一指
导，使培训更具针对性和实效
性，受到民俗户好评。

新风大酒店: 69101007
妫川金谷酒店: 69185553
凯思大酒店: 69188198
柳沟山里人家农家院:

13716850806
龙庆四季香农家饭庄:

69192166 13716729594
大庄科乡旅游咨询:

60189824
珍珠泉天香源农家院:

13910185785
百里山水画廊白河渔家:

13511005938

服务指南

优卡乐商贸中心经销
韩国纯进口服装、中高档
化妆品。5月18日正式开
业，欢迎光顾选购。

地址：南菜园二幼对
面，舜泽园底商

联系电话：
13717680119 李女士

摄影基础班：零起点
学习摄影原理、相机设置、
用光、构图、色彩等基础课
程。共24课时，费用总计
600元。

摄影高级班：开设视
觉构成、创意与表达、色彩
管理、数字后期等课程。
共30课时，费用总计1180
元。
咨询电话：69175122

13522577057
联系人：柯懿玲

天艺影像传媒
摄影培训班招生

北京联众创鑫商贸中
心经营如下业务:维修电
脑、打印机、复印机等各种
办公设备;经营电脑软硬
件、办公设备、财务软件、
打印耗材;承揽网络工程、
监控工程及维护。
电话:69102027

13381119357（路民）
地址:工业大厦一楼

电脑维修

李潇画室十年艺术
专业教学经验。

主营：书画艺术培
训、书画展销、装裱字画、
美术用品文房四宝专卖。
画室交通便利，环境优
雅，师资雄厚。2014年新
推出各类画种私人定制、
扇面画、肚皮舞蹈培训
等。

地址：延庆一中东边
京东大厦五、六楼
报名电话：13716363693
（程老师）、15801596585
（李老师）、13552071727
（郭老师）

招生

新店开业

美 食

日前，位于张山营镇黄柏
寺村的艾药园中的80多亩中草
药相继成熟。园中共种植玫瑰
花、板蓝根、紫苏等各类中草药
80 余种，市民在观药赏花的同
时还能亲手采摘药材，识草辨
药，增加中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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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镇永宁镇协办协办

县公安局“大整
顿”工作见实效

沈家营镇民俗户
享受“私人订制”

儒林街道举办
家庭安全知识竞赛

走进世葡会

（上接第1432期）
二、全面做好信访事项办

理工作
对于网上信访和上访信

件，要及时将处理意见、复查
意见等材料录入办公系统，增
强信访工作透明度和公正
性。对于群众来访接待要按
照“一单式”工作法的要求，做

到来访登记、
热情接待、认
真答复、及时
约访，引导群
众 更 多 以 书
信、电话、传

真、电子邮件等形式表达诉
求，树立通过上述形式也能有
效解决问题的导向。同时做
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工作。
每天安排1名副职领导接待群
众来访，把定点接访与重点约
访、带案下访等方式结合起
来，解决群众问题。解决群众
合理诉求机制，强化村级属地
责任，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方
式逐级表达诉求。

三、努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
对于突出的信访问题，召

开信访专题会议。形成整合资
源、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工作

合力。遇到疑难信访问题，做
到诉求合理地解决问题到位，
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
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
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建立信
访听证制度，对疑难问题进行
公开听证，促进息诉息访。规
范复查复核工作，对已审核认
定办结事项不再受理。对久拖
不决、涉及面广等重大疑难信
访突出问题，列入党委和政府
督查机构督查范围。每月向各
村反馈信访矛盾纠纷情况，加
强对重点地区、领域、问题的跟
踪督查和问效。

四、强化信访工作落实
对损害群众利益、造成信

访突出问题的，对群众反映的
问题推诿扯皮、不认真解决造
成不良影响的，严肃追究责
任。坚持量化考核和综合评
议、上级评议和群众评议、平
时考核和阶段性考核相结合，
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客观性和
可信度。建立健全基层民主
管理机制，落实党务公开、政
务公开等制度，充分调动群众
积极性。加大社会矛盾排查
化解工作力度。加强信息汇
集分析研判，推行民情分析

会、民情恳谈会等做法，充分
发挥村、企事业单位信息员、
调解员的作用。

总之，全镇上下要按照上
级要求，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
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
新规律、新要求，进一步转变
工作作风，努力提高带着责任
和感情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提高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能
力、提高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
矛盾纠纷的能力，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全镇社会和谐稳定。

王明伟供稿

永宁镇全力做好信访维稳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李慧敏）
日前，儒林街道举办了家庭安
全知识竞赛，来自各社区的 9
个家庭参加了竞赛。

此次竞赛题目包含了消防
安全、交通安全和防灾减灾知
识等方面内容，通过此次竞赛，
不仅让社区居民学习了安全知
识，进一步提高了家庭成员的
安全意识，也让安全生产、安全
生活牢记在每个人心间。062k

本报讯（通讯员 宋鑫磊）
自1月15日开展“执法不公、群
众不满”问题大整顿工作以来，
县公安局通过大力整顿，认真
查找自身问题，取得了实效。

整顿中，县公安局以 110
投诉、涉法信访、不予立案等
13个方面为工作重点，主动开
展自查，发现办案拖拉、效率低
下、执法不规范等问题 87个，
并建立了移交、整改、反馈、追
责“四位一体”模式，确保查摆
细致，整改到位，民警执法水平
进一步提升，执法规范化程度
明显增强。 063x

县环卫中心加强城市保洁扮靓世葡会

本报讯（记者 康彦峻 通
讯员 张旭靖）酒醉葫芦、贵妃
饼、维多利亚花篮……7月
初，县服务公司旗下的凯思
大酒店推出特色葡萄宴，精
心打造一道道独具匠心、秀
色可餐的葡萄菜品，迎接世
葡会的到来。

据了解，凯思大酒店自
一年前开始研发特色葡萄
宴，在充分挖掘和利用葡萄
食用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同
时，融入了延庆本地特色饮
食文化。葡萄宴共有四道
甜点、六道凉菜、十道热菜、
一道汤品，主食包括红葡萄
饺子和绿葡萄饺子两种。

其中，甜点酒醉葫芦是由荣
获第六届全国烹饪技能竞
赛个人赛面点项目金奖的
面 点 师 胥 树 青 潜 心 研 制
的。该甜点将红酒封存在
和好的面团中，制作成小巧
精致的葫芦造型，并确保在
烤制过程中红酒不外溢，对
制作技艺要求很高。烤好
的酒葫芦，外皮薄脆透亮，
依稀可见葫芦里的红酒，造
型精美，口味独特。贵妃饼
形如圆月、色泽乳白、皮薄
馅足、酥脆松软、咸中带甜、
油而不腻。维多利亚花篮
也是葡萄宴中的一道特色
菜肴，菜品选用进口的维多

利亚红酒，配上茄丁、鸭脯
肉，盛入精雕细刻的“花篮”
中。这道菜口味中西合璧，
酸甜适中，鸭肉滑而不腻，
略带维多利亚红酒的甜香，
色香味俱佳。

据凯思大酒店负责人
宋丽华介绍，葡萄宴的每一
道菜肴都与葡萄有关系，而
且还结合了延庆特色饮食
文化，选材用料十分考究。
世葡会期间，广大游客可到
该酒店品尝特色葡萄宴。
为迎接世葡会的召开，酒店
除开发特色餐饮之外，还加
强了服务人员的业务培训，
确保为参会的各界嘉宾提

供优质的服务。
据了解，世葡会召开前

夕，县服务公司所属各餐饮
单位积极研发创新菜品，并
广泛开展岗位培训，其中服
务技师培训班和面点技师培
训班已经开班。该公司还将
举办“喜迎世葡会”餐饮业职
业技能大赛，涉及中式烹饪、
中式面点、餐厅服务、冷拼四
个工种，提高餐饮服务接待
水平。同时，公司团委将结
合延庆县青年文明号申报工
作，推出“服务世葡会，青年
争先锋”创建活动，提升餐饮
企业整体水平，打造“青”字
号服务品牌。

凯思酒店推出特色葡萄宴凯思酒店推出特色葡萄宴
县服务公司强化服务迎接世葡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