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作为各项工作
重点，为首都中心功能展示提
供重要窗口。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大宣传
力度，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文化创意产业引领区
建设，不断提高城市文明程度
和市民文明素质。

会议研究了统筹规范督
查检查考核工作和开展 2018
年专项清理工作安排，强调，
要严格按照全市关于统筹规
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安排部
署，认真贯彻落实，严格对标

对表，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建
立健全审核机制，切实减轻
基层负担，统筹规范督查考
核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
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改进
方式方法，强化信息化手段
应用，以群众满意度来衡量
工作成效。

会议传达学习了北京市
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
精神、研究了党政机关办公用
房管理办法（试行），听取了群
团工作汇报，并研究了其他
事项。

城乡快报

本报讯（记者 李姝娜 通
讯员 任文海）近日，区图书
馆和妫川书院联合举办“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演
讲比赛。

比赛中，参赛选手用自己
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文明等故事，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最终，来自区商务委
的康艳云获得一等奖。

我区举行传统
美德演讲比赛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
春）近日，区政府采购中心和
世纪保险公司组成检查小
组，对我区中石化及北京京
西北汇通商贸公司物资经销
部等 9个行政事业单位车辆
定点加油站进行检查。

检查中，各加油站均能够
做到认真核对车号、卡号，严
格执行“一卡一车、对号加油”
的加油制度。同时，检查小组
还对我区车辆加油政府采购
工作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进一
步宣传，要求加油站在提供加
油服务时做到操作规范，严格
执行政府采购合同。 077l

我区检查车辆
定点加油站

悦安居法治
文化园正式揭牌

本报讯（记者 李姝娜 通
讯员 王辉）12月 4日是第 5
个全国宪法日。当天，儒林
街道悦安居社区法治文化园
正式揭牌，并现场为法治宣
传志愿者授书。

活动中，法治宣传志愿
者为社区居民发放了法治宣
传材料 1000 余份、宣传品
300余份，提高居民的法治意
识，打通法治建设“最后一公
里”，为法治社区、法治延庆
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2 2018年12月7日

责任编辑：李姝娜 电子排版：张靖怡 电话：69176222 综合要闻

近日，香水园街道东外社
区组织开展了以“绽放世园情、
花卉编织进社区”为主题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现场教授
社区居民钩织方法和技巧，并
将世园元素融入设计，让大家
更好地了解世园、宣传世园。
辖区40余名居民参与活动。图
为 老 师 正 在 指 导 居 民 进 行
钩织。

李霞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赵新忠 通
讯员 纪兰明）12月 2日 16时
30 分，经过 1 小时 30 分钟顺
时针平转，延崇高速公路北
京段上跨京新高速公路转体
桥成功转体 81.5 度，顺利跨
越京新高速公路，与 11月 25
日转体成功的上跨大秦铁路
桥完美对接，标志着延崇高
速公路（北京段）工程平原段
主体结构全部贯通。

延崇高速是 2019北京世
园会、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赛
区联络通道，规划线路全长
32.2公里。延崇高速跨京新
高速转体桥位于延庆区张山
营镇，转体T构为左右不等长
悬臂（45 米+66.25 米）钢、混
结构桥，全长 115米，桥面宽
41 米，钢梁部分采用新型耐
候钢，转体重量为 22000 吨，

是延崇高速（北京段）工程的
一个重要控制性节点。

京新高速公路是北京至
新疆车辆行驶的主要通道，车

流量非常大，为减少施工对行
车的影响，工程采用“先建后
转”工艺。工程工期紧、工艺
复杂、安全压力大、技术标准
高。为此，项目建设中应用了
BIM技术，通过可视化模拟，
提前发现并解决施工中可能
遇到的问题，制定了针对性的
施工方案及施工进度计划，施

工进度精确到小时。为确保
桥梁转体的平稳和安全，项目
部从承台施工开始就对全桥
的应力、应变进行全程监测，
同时，转体前对整个桥体进行
精确称重、配重，保证了桥梁
转体系统的安全可控。

据悉，中铁六局北京铁建
公司承建的延崇高速（北京
段）五标段工程全长 1.18 公
里，采用连续高架的方式，由
南至北分别上跨蔡家河、大秦
铁路、京新高速、110国道。11
月 25日，延崇高速跨大秦铁
路转体桥已顺利就位，延崇高
速跨大秦铁路、京新高速转体
桥施工，是全线唯一一座不等
跨、不等宽、整幅对转桥梁。

据了解，延崇高速建成
后，将与兴延高速、京新高速、
110国道相连接，可有效缓解
京藏、京新高速高峰时段拥堵
状况，在国家高速公路网和北
京综合运输体系中发挥重要
作用，成为北京西北部又一条
重要交通干线。

延崇高速跨京新高速转体桥顺利就位

延崇高速北京平原段主体结构贯通

图为转体桥顺利完成转体 司达摄

本报讯（记者 陈影
卢丹丹）近日，按照区委统
一部署，区领导黄克瀛、吕
桂富分别带队，围绕“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推进2018
年重点工作落实”到民营
企业走访调研，并送去“服
务包”。

11 月 27 日，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
长黄克瀛带队来到北京东
邦御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同北京东邦御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中硅
展览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座谈，了解企业概况和发
展需求。

北京东邦御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中硅
展览有限公司分别于
1999年和 1998年在延庆
登记注册，经过近20年的
发展，两家企业都积累了
丰富的办企经验，并在各
自行业领域走在前列。北
京东邦御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集餐饮业咨询、厨
房设计、产品研发、生产制
造等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厨
房装饰装修公司。而北京
中硅展览有限公司主营玻
璃制品及设备展览，连续
承办多届中国国际玻璃工
业技术展览会。

黄克瀛对两家企业
20年来对延庆发展的支
持表示感谢，并为两家企
业送上“服务包”。区经信
委和区文委作为两家企业
的“服务管家”也同时上
岗。两家单位负责人表
示，将发挥“管家”桥梁作
用，建立长效联系机制，积
极协调解决企业诉求，在
政策、资金、人才保障等方

面为企业提供支持，做好
精准服务。随后，中关村
延庆园、区工商联、人力社
保局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也针对企业提出的政策、
税收、人才引进等需求，一
一进行了解答，并将各部
门涉及的服务政策进行了
详细解读。

11 月 16 日，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吕桂富带
队先后来到同方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和北京合悦清合
电气有限公司，实地查看
企业运行、产品研发等情
况。随后，与两家企业相
关负责人座谈，了解企业
在人才引进和政策扶持等
方面的需求和建议。

同方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成立于1993年，构建
了化学药、原料药、中成
药、特殊医学用途食品等
差异化的产品体系。北京
合锐清合电气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的中压智能配
电设备制造企业，主要产
品包括环网柜、箱式变电
站、智能配电终端等。

吕桂富在走访调研
中为两家企业送去了“服
务包”，并对他们助力延
庆地区发展表示感谢。
当天，区食药监局和区经
信委作为“服务管家”也
与企业进行了对接沟通，
统筹对接需求，并结合两
家企业提出的人才引进
政策、科研创新补贴、配
套设施完善等需求，提供
专项服务，协调相关部门
进行解决，营造“事事都
是营商环境，人人服务营
商 环 境 ”的 良 好 工 作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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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脏乱、难
闻的环境变得整洁起来，刘斌
堡村的环境质量有了大幅提
升，宽阔平整的土地让人眼前
一亮，放眼望去，整洁美丽、和
谐宜居的村庄尽收眼底。明
年，刘斌堡乡还计划将这 20
亩土地纳入平原造林计划，为
村民在家门口植绿造林，创造
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

据了解，从今年 3 月开

始，刘斌堡乡拉开了新一轮
农村建设的序幕，严厉打击
违法建设，统筹协调乡镇和
相关部门力量，充分发挥“街
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联合执
法优势，对违法建设“零容
忍”，打出了拆违、治乱、整脏
的“组合拳”，拆除了辖域内
多处违建“顽疾”，花大力气
全力推进农村环境整治，让
农村美上加美。

传达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会议精神等

（上接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