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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精彩纷呈令人难忘
的园艺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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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军一线指挥调度世园会筹办工作

以高质量的服务保障工作迎接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夏超）9 月 13
日，距离 2019 北京世园会开幕
还有 228 天。区委书记李志军
围绕贯彻落实全市区委书记月
度工作点评会议精神，坚持一
线工作法，深入世园会各项筹
办工作现场，指挥调度并现场
研究解决工程推进中存在的难
点问题。
李志军一行首先来到大榆
树镇东杏园村，实地了解东姜
路工程进度和征拆情况，并围

绕目前工程推进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现场研究。随后，李志军
又来到阜康路、世园路等世园
会园区周边配套道路施工现场
察看工程进度。阜康路、世园路
等 8 条道路作为世园会重要的
交通配套设施，
目前工程进度均
已完成大半，预计 10 月底全部
完工，
为世园会提供四通八达的
交通路网。检查过程中，
李志军
还实地了解了百康路综合管廊、
南三村拆迁工作、福利厂征拆工

作、世园会园区建设情况和施工
扬尘管控等工作。
李志军充分肯定了各项工
作进展。他指出，
高质量筹办好
世园会是中央、市委市政府交给
延庆的重要政治任务。当前，
世
园会筹办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
收官阶段，
所有工程必须保证年
底前全部完成，
为明年世园会开
幕奠定坚实基础。各相关部门
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荣誉感，
高度聚焦世园会筹办举办，
牢固

树立“全局最为重要，时间最为
关键”
的理念，
全力冲刺、加紧工
作，
以高质量的服务保障工作迎
接盛会召开。
李志军强调，要建立问题
清单，全面梳理影响施工进度
的各类难点问题，逐一督查、逐
一销账，确保各项工程按进度
要求顺利推进。要加强世园会
园区周边和配套道路两侧的园
林绿化和景观设计，打造高品
质的景观节点，向世界展示延

本报讯（记者 夏超）9 月 11 日，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研讨
会，
围绕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进行学习研讨。区委书
记李志军主持会议。穆鹏、胡耀刚、
陈合安、
李军会等区领导参加学习。
学习会上，区领导刘学亮、蒋
达峰、张琦、吴世江围绕学习新修
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进行了重点发言，与会领导纷纷进
行了讨论交流。
大家认为，2018 年 8 月，党中
央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将
予以修订完善的新《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对外发布，充分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用铁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的坚定
决心。新修订的《条例》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党章》
为根本遵循，将党的纪律建设的理
论、实践和制度创新成果，以党规

党的建设、强化党内监督，扎实推
党纪形式固定下来，着力提高纪律
建 设 的 政 治 性、时 代 性、针 对 性 。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在延庆的实施，加快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坚决
我区绿色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纪律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
保证，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党章》 治责任，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
责的精神，切实抓好《条例》的贯彻
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落实。要深刻领会《条例》修订突
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的要求细化
显鲜明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坚
具体化。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管党
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
治党存在的突出问题扎紧笼子，实
打击侵蚀我们党的宗旨和人民群
现制度的与时俱进，使全面从严治
众的获得感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
党 的 思 路 举 措 更 加 科 学、更 加 严
风，保持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密、更加有效。
扎紧制度篱笆，促使广大党员明规
李志军强调，要充分认识学习
矩、存戒惧。要认真抓好《条例》的
宣传贯彻《条例》是全面贯彻习近平
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各级党委（党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组）要加强统筹安排，把学习宣传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行动，是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 《条例》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是
的十九大精神相结合，加强学习培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
训，结合实际制定学习计划，丰富
的纪律建设的重要举措，是深入推
学习形式，实现学习全覆盖。
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加强

9 月 11 日，
“丰收迎世园、花
海品茗香”第二届高山胎菊头
茬采摘仪式在四海镇前山村举
行。近年来，四海镇大力发展
高 山 胎 菊 种 植 ，打 造“ 菊 花 山
谷”，截至目前，菊花种植面积
已近 400 亩。图为菊花种植能
手正在进行采菊竞赛。
陈影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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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9 月 12 日，交通运
输部总工程师周伟带领中央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督导调研组来到延庆，对我区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进行督导调研。区委副书记、
区长穆鹏汇报我区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副
区长刘瑞成陪同调研并参加汇报会。
据了解，
此次督导调研为 2018 年中央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督导调研第二批督导调研，
内容主要包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
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重要指示和李克强
总理批示、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
精神情况、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
案》重点任务落实进展，以及组织保障、资金
投入等情况。
当天上午，周伟一行分别来到珍珠泉
乡、四海镇、刘斌堡乡部分村庄，实地察看了
村容村貌、高端民宿经营、垃圾分类等情况，
深入了解了村域环境整治、污水处理、
“厕所
革命”
工作落实和美丽乡村规划建设等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汇报会上，穆鹏就我区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有
关工作进行了汇报，区农委、城管委等单位
负责人与督导调研组进行了座谈交流。
穆鹏在汇报中说，延庆区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
始终高度重视、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严格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方案》，全面提升农村村容村貌，持续推进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厕
所革命”
、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四
好农村路”建设，真抓实干，突出特色，确保
美丽乡村建设取得实效。他表示，延庆区将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加大工作力度，以服务
保障冬奥会世园会为主线，高质高效完成好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各项工作，持续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以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跨越发
展 ，交 出 赛 会 筹 办 和 区 域 发 展 两 张 优 异
答卷。
周伟充分肯定了我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作为北京生态
涵养区，延庆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重大，要
坚持首善标准，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精
神，自觉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在首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和
美丽乡村建设中出经验、作表率，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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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督导组来延督导调研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庆良好的城市形象和生态文明
建设成果。要精心谋划交通组
织，提前推进交通疏导和道路
导行，统筹考虑全区各条道路，
为会时交通和应急保障奠定基
础。要加快推进南三村棚户区
改造，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和
园区周边城市景观。要像管安
全一样管好环保工作，严格落
实各项环保措施，持续加强施
工扬尘管控，确保各项工作环
保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