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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风景线”守护“妫水蓝”

近日，妫水河畔，白河
流域，总能看到头戴蓝色帽
子，身穿一身蓝色工作服的
人们正忙碌着。他们或是
随手捡拾堤岸垃圾，或是清
理水中杂物，或是静观水势
动态……成为基层水务工
作中一道“蓝色风景线”。
他们，就是我区的水务协管
员，身上的一身行头，是区
水务局新近为他们配置的
统一工作服，装备升级了，
责任也更重了。

2017年 1月，我区解散
原有 1000 人管水员，通过
推荐、竞聘，重组为水务协

管员队伍。水务协管员队
伍共 589 人，队伍精简了，
执行能力、业务素质却提升
了，进一步促进了涉水事务
管理向健康方向发展，有效
保护了供水工程设施。跑、
冒、滴、漏现象少了，科学灌
溉、用水计量落实到了户、
到了地，让灌溉更高效、更
节水。同时，他们将科学用
水观念、节水技能传播到千
家万户，号召市民共同节水
护水，保护水资源健康
发展。

近日，区水务局为全
区 589 名水务协管员统一

配备了工作制服、手电筒、
雨鞋、雨衣等装备。装备
升级了，提升了水务协管
员的精神风貌，更增强了
水务协管员的责任心。同
时，也便于广大群众识别
监督，为人民群众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穿着这身衣服，我感
觉肩上的责任更重了，走到
哪里都要想着我是一名水
务协管员，不仅要把我的片

区管理好，更要保护好家乡
的环境，也希望大家都能参
与到保护水环境中来，让水
蓝得就像我们身上这身衣
服一样。”千家店镇河口村
水务协管员于全龙说道。

据悉，下一步，区水务
局将加强水务协管员的考
核管理、队伍建设，更好地
服务我区水资源保护，为我
区绿水青山的良好生态环
境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陈影 通讯员 陈立强

区领导调研服务保障冬奥会世园会
大培训大练兵大比武工作

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9月 11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穆鹏带队，来
到我区部分企业，对服务保障冬奥
会世园会大培训、大练兵、大比武
工作进行实地调研。

穆鹏一行先后来到燕春饭店、
区医院培训中心、金隅八达岭温泉
度假村左岸温泉小镇，详细了解了
我区餐饮、医疗卫生、酒店行业服
务保障冬奥会世园会大培训、大练
兵、大比武开展情况，现场观摩了
菜品和面点成品点评、急救演练开
展、客房服务实战演练等。

穆鹏强调，餐饮、医疗卫生、酒
店等行业是服务保障冬奥会世园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示延庆
良好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在全区服务
行业掀起大培训、大练兵、大比武
热潮，切实提高服务业从业者的
服务意识，为冬奥会世园会筹办
举办提供坚强保障。要坚持以游
客为中心，精心组织，注重细节，
加强氛围营造，不断改进、丰富产
品种类，积极探索、打造区域特
色，为各地游客提供温馨、舒适、
宾至如归的游览环境。要坚持冬
奥世园标准，开放视野、加大投
入，邀请各行业、各领域专家开展
全面、系统培训，增加与一流行业

从业者交流学习的机会，切实提
升专业素养，为游客提供高质量
服务。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带动
作用，以点带面，打造高质量服务
体系，确保全区服务行业水平得
到整体提升，实现“进得来、出得
去、吃得上、住得下、玩得好”的目
标。要协同发力，把大培训、大练
兵、大比武同创城、创卫等工作有
机结合，形成合力，确保工作效能
不断提升。要坚持长抓不懈，形
成长效管理机制，不断改善区域
餐饮、医疗卫生、酒店行业服务水
平，真正实现办大事、促发展、惠
民生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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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
9月 11日，区委副书记、区
长穆鹏带队，深入我区部
分区域，就创建国家卫生
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进行实地检查。

穆鹏一行先后来到延
庆镇、大榆树镇等地，实地
察看了创建国家卫生区工
作存在的问题以及农村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工 作 进 展
情况。

穆鹏强调，创建国家
卫生区和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是服务保障冬奥会世园
会的重要抓手，是办大事、
促发展、惠民生的具体实
践。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勇于担当、攻坚克
难，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要周密安排部署，精
心组织实施，坚持实事求
是，重细节、抓整改，进一
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要坚持长抓不懈，善于经
验总结，注重工作成效巩
固，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要依法履
职，加强监管，严格执法，
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
确保工作取得实效。要进
一步细化、完善工作方案，
加强农村环境问题综合整
治，切实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水平，建设好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要加大宣传力
度，积极教育引导群众参
与、支持创建、整治工作，
在全区营造浓厚氛围。

今年以来，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延
庆支行在全区范围内村庄积极拓展

“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送金融
服务走进偏远乡村和金融空白村。
截至目前，已设立35个服务点。建行

“裕农通”的推出，让广大农民足不出
村就能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是中
国建设银行服务三农、践行普惠金融
的实际举措，是惠及百姓的民生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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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明昊 通讯员
孙宏绪）近日，区妇幼保健院与海淀
区妇幼保健院正式签订对口帮扶协
议。未来，区妇幼保健院将与海淀
区妇幼保健院开展一系列长期合
作，全面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业务
水平。

在对口帮扶对接会上，双方就
各自医院的工作现状和发展规划
做了简单介绍，并签订了对口帮扶
协议书。根据帮扶协议，海淀区妇
幼保健院将充分发挥医疗技术优
势和管理经验，围绕医疗管理、技
术提升、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区妇
幼保健院全方位指导。届时，区妇
幼保健院的工作人员将分批前往
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参加进修和医
疗教学活动。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也将派出专家来到区妇幼保健院
开展技术指导、病历讨论、讲课、
急救演练等活动。双方各临床科
室还将建立一对一转会诊关系，开
通转会诊绿色通道，开展疑难病例
会诊、手术指导、医疗技术培训等
工作。此外，海淀区妇幼保健院还
将根据实际需求，协助区妇幼保健
院开展发展规划制定和重点学科
建设工作，帮助开展并完成科研项
目，促进延庆区医疗科研工作
发展。

“冬奥会世园会日益临近，延庆
的医疗卫生体系也面临着更严峻的
考验。”区妇幼保健院院长李怀震
说，“我们希望通过本次合作，能够
学习到海淀区妇幼保健院的先进经
验，进一步提高区妇幼保健院的整
体医疗技术水平和各科室的业务水
平，为全区老百姓提供更好、更周到
的医疗服务，同时，也为服务保障好
冬奥会世园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区领导专题研究延庆分区规划
本报讯（记者 夏超）9月12日，

区委书记李志军主持召开延庆区
分区规划调度会，对分区规划设计
方案进行专题研究。区领导穆鹏、
谢文征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设计单位关于我
区新城规划设计方案的汇报，与会
领导围绕打造生态与产城人融合
发展的延庆新城进行讨论。

李志军指出，延庆作为首都生
态涵养区，当前正在全力以赴筹办
冬奥会世园会。高水平做好延庆
分区规划，打造“绿色健康之城”、

“休闲宜居之城”、“山水心灵之城”
对更好落实区域功能定位，让人民
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推动
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服务首都

“四个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李志军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新版北京城
市总规，以新版总规的深刻内涵为
指导，切实做好延庆分区规划的方
案设计，确保各项要求部署落到实
处。要立足“绿色健康之城”、“休
闲宜居之城”、“山水心灵之城”建
设，以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为突破

口，合理布局文化、医疗、体育、商
业等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升延庆
新城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要精
准计算城市边界，保留城市原有风
貌，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城市景观。要深入贯
彻落实减量发展要求，结合延庆实
际，不断提升规划设计水平，构建
路网、水系纵横交错，公共设施星
罗棋布的城市面貌，不断提升城市
吸引力和竞争力，为服务保障冬奥
会世园会和实现地区高质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