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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距
2019年4月29日

北京世园会
开幕

还有 109 天

二届区委召开第87次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主席
二 一九年新年贺词

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1月 7日，二
届区委召开第87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主席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和
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区委书记穆鹏
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主席二〇
一九年新年贺词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
神，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定信仰、
信念、信心，聚焦聚力、苦干实干，带领
全区人民努力奔跑，当好追梦人。要聚
焦冬奥会世园会，全力做好各项筹办工
作，抓住机遇、创造机遇，奋力拼搏，坚
决完成好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

交给延庆的光荣政治任务。要坚持以
人为本，不断推进高质量绿色发展，围
绕“七有”“五性”要求，尽心尽力为群众
办好身边实事，确保实现办大事、促发
展、惠民生有机统一。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及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指
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做好明年及
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
识，按照中央、市委部署要求，统筹做好
冬奥会世园会筹办及各项中心工作，为
加强首都“四个中心” （下转第二版）

政协北京市延庆区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
穆鹏于波胡耀刚出席 陈合安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 陈影 董明
昊）1月 8日上午 10时，政协北京市延
庆区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隆重
开幕。市政协副秘书长宗朋和区领
导穆鹏、于波、胡耀刚、李军会出席大
会。区政协主席陈合安代表区政协二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区政协
副主席刘明利、谷艳兰、张立新、张留全、
程大庆、杨雪平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本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
议政协北京市延庆区第二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北

京市延庆区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提案工作报告；列席北京市延庆区第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和讨
论政府工作报告及有关报告；通过政协
北京市延庆区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

陈合安在报告中总结了政协延庆
区二届委员会 2018年工作，并就 2019
年工作作了安排部署。

报告指出，2018年，区政协常委会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区委全会精
神，牢牢把握团结民主两大主题，紧紧
围绕全区重点工作任务，紧密联系各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依靠广大委员，切实
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
职能，较好地完成了二届二次会议提出
的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

坚持党的领导，主动作为，牢牢把
握正确履职方向。区政协常委会始终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贯彻中央和
市委、区委决策部署，强化思想理论武

装，努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发展，推动全区形成了党委重视、政府
支持、政协作为、各方参与的协商民主
格局。一是营造良好氛围，凝聚工作合
力。区委常委会专题听取区政协工作
情况汇报，批准设立政协机关党组，完
善区政协党的组织设置。会同区政府、
区政协制定政协协商年度计划。区政
府领导班子成员到政协就重点协商议
题进行座谈。二是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履职担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始
终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主动围绕全区
中心工作开展
协商议政。三
是深入学习研
究，提升工作质
量。深入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思想
专题学习研讨

活动。举办“政协委员知情明政大课
堂”，通报情况，推动意见建议融会到党
委政府重点工作中。

紧扣中心任务，协商议政，全力服务
延庆绿色发展。区政协常委会注重发挥
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紧扣党政中心工作，倾力
服务全区发展改革大局，逐步构建起多
层次协商议政新格局。一是坚持精准聚
焦，为服务保障赛会筹办建诤言。听取
赛会主要场馆规划建设和配套工程推进
情况通报，视察京张高铁等重大工程项

目建设情况。围绕会时服务保障和赛会
带动效应，提出加快酒店改造提升、抓紧
特色餐饮街区建设等建议。二是深入调
查研究，为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出实
招。围绕落实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赋
予延庆四个方面的功能定位，听取《延庆
分区规划（2017—2035年）》编制思路、基
本内容等方面情况的通报，从实现产城
人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把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作为重点资政议题。紧扣赛会对优
良环境的要求，形成《坚守绿色发展之
路，打造“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等报
告。三是关注热点难点，为持续改善民
生福祉谋良策。重点围绕全国文明城区
和国家卫生区创建工作，先后组织委员
听取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中高考改革和
长城文化带建设等工作情况通报，围绕
低收入村户增收、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
开展视察调研活动，形成多篇高质量调
研报告，对相关问题的解决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

围绕社情民意，强化监督，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区政协常委会始终
把“人民政协为人民”的理念贯穿于政
协履职全过程，及时通过提案和社情民
意信息，

▷大会开幕式现场 鲁书华摄

△陈合安作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延摄

△于波作政府工作报告 张延摄△胡耀刚主持 张延摄

▷大会开幕式现场 张延摄

北京市延庆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
穆鹏出席 于波作政府工作报告 胡耀刚主持会议

本报讯（记者 夏超 卢丹丹 王宇
琦）1月9日，北京市延庆区第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
中隆重开幕。

上午8时30分，大会举行第一次全
体会议。大会执行主席胡耀刚主持会
议。区委副书记、代区长于波代表延庆
区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区委书
记穆鹏出席。区领导陈合安、李军会、
张远、刘学亮、黄克瀛、武克、郑世华、郭
永华、闫承发、吴辰英在主席台前排
就座。

本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
议区人大常委会、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
作报告，并对审议的各项工作报告作出
相应的决议；审查和批准 2018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审
查和批准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
年预算的报告；选举北京市延庆区人民
政府区长。

于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分为
两个部分：一、2018 年工作情况；二、
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

2018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
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监督和区政协的支持下，区政府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
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十二届四次、五次、
六次全会精神，按照区委二届五次、六

次全会和区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
目标任务，立足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
着力抓好“三件大事”，坚决打好“三大
攻坚战”，聚焦冬奥会世园会筹办，统筹
推进办大事、促发展、惠民生，较好地完
成了年度各项任务目标。

一年来，区政府主要做了以下几个
方面工作：

一、聚焦聚力冬奥世园，赛会筹办
取得明显进展。冬奥筹办工作全面加
速，世园会重点建设任务基本完成，服
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二、专项行动坚定有序，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疏解整治促提升任务
超额完成，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水环
境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生态景观质量持
续优化。

三、高端要素借势集聚，绿色“高精
尖”产业迈出坚实步伐。以冰雪产业促
进全域旅游加速形成，以园艺产业促进
都市型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以延庆园为
重点促进科技创新产业落地生根，以服
务企业和群众为核心促进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

四、认真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城乡
规划建设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规划体
系日趋完善，宜居新城建设不断加快，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

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保障
能力稳步提升。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民
生福祉有效改善，社会治理更加精细。

六、持续加强党的建设，政府履职
效能进一步提高。重点领域改革深入

推进，政府建设不断加强。
2018 年，全年 PM2.5 累计平均浓

度为 4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4
个考核断面水质全部达标，前三季度地
表水环境质量指数排名第一。预计全
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52亿元，同比增
长约 8%；建安投资完成 160亿元，同比
增长 68.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
19.2亿元，同比增长18.6%；全区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39万元，同比增长
7.5%左右；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1.12万元，同比增长 12%左右；万元
GDP 能耗、水耗分别下降 2.5%和 4%
左右。

报告指出，一年来，我们紧跟新时
代发展步伐，坚持把筹办好赛会当做最
大的政治，坚持把狠抓落实作为第一要
务，坚持把转作风作为有力保障，工作
成绩有目共睹，来之不易。成绩的取
得，是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正确领导
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区政
协的支持下，全区干部群众辛勤劳作、
努力奋斗的结果。

关于 2019年各项工作，报告指出，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北京将
以做好国庆服务保障为统领，统筹举办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019年北京世园会、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等重大国事活动。延庆进入“大考”
之年，世园会开园迎客，高山滑雪世界
杯筹备工作 10月底需基本完成，生态
保护、高质量绿色发展等各项任务也异

常艰巨，风险挑战叠加，责任之大、压力
之大，前所未有，迫切需要我们按照区
委二届六次、七次全会要求，狠抓落实。

强化生态文明保护和绿色发展导
向，2019年主要指标为：PM2.5平均浓
度达到 45微克/立方米以下，地表水考
核断面水质综合达标率 100%，森林覆
盖率达到 59.5%，地区生产总值按不变
价增长 7.5%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同比增长 6.5%，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同比增长 7.5%左右，低收入农户
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10%，万元
GDP能耗累计下降率、水耗下降率超
过生态涵养区平均水平。

报告强调，2019年要重点做好以
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举全区之力攻坚决胜，圆满完
成赛会筹办举办任务。

要聚焦会时运行，全力确保世园会
举办成功。会时就是战时，全区上下必
须强化主人翁意识，紧盯目标，决战决
胜，实现高效保障，保持环境优美，保证
运行顺畅，做到文明热情，确保和谐稳
定，做好会后利用。要办好测试赛，全
面推动冬奥会各项筹办任务。认真落
实“一刻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错、一天
也误不起”的要求，全力做好高山滑雪
世界杯筹备工作，高标准抓好冬奥会筹
办工作，认真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确
保各项筹办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二是紧抓赛会黄金窗口期，加快区
域高质量绿色发展。

要注重减量发展，推进城乡规划建

设更加有序。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坚持减量集约刚性约束，加强规
划建设管理，靠前完成专项任务，整体
推进乡村振兴，统筹推进城乡建设，补
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短板，提升
城乡承载力。要注重创新发展，加快构
建绿色“高精尖”产业体系。持续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科技、文化创
新驱动，聚力发展全域旅游，持续壮大
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园艺产业，着力
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走出一条特色化、
品牌化、差异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努
力建设绿色发展聚宝盆。要注重以人
为本，不断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坚持办
大事、促发展、惠民生，持续推进以“七
有”“五性”为重点的民生建设，注重从
市民诉求出发做事，攻坚“摘帽”促进就
业增收，补齐短板优化公共服务，紧扣
需求提升社会保障能力，不断满足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是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加强政府
自身建设。

要加快重点领域改革，持续增强发
展动力活力。深刻领会改革开放的伟
大历史意义，围绕创造优良营商环境、
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精准发力，推动重点
领域改革，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增
强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要转变政府
职能，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
府。肩负重任必须要敢于刀刃向内，自
我革命，强化党建引领，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依法行政，增强工作实效，深化廉
洁从政，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提

高公信力和执行力。
报告指出，2019年是极具挑战的

一年，挑战即为机遇，压力就是动力。
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市委市政府和区
委的坚强领导下，把服务保障赛会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
实在行动中，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务实
的工作作风，努力奔跑，追梦前行，为交
上服务保障赛会和高质量绿色发展两
张优异答卷而努力奋斗！为建设国际
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美丽延庆而
努力奋斗！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会议书面审查了《关于北京市延庆
区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和《关于北京市延
庆区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
算（草案）的报告》。

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延庆区第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代表议
案的暂行规定》和《北京市延庆区第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办
法》。大会秘书长武克向大会报告了主
席团会议决定的事项。

出席大会的区领导还有：吕桂富、
谢文征、蒋达峰、张琦、刘瑞成、祖宇、罗
瀛、董亮、刘明利、谷艳兰、张立新、张留
全、程大庆、杨雪平。曾担任过区人大
常委会领导职务的老同志赵淑君、郭振
清、郭维峰和区法院院长王罗颐、区检
察院检察长段福华参加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