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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园会
开幕

还有 80 天

区领导调研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
慰问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指导员

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春节前夕，
区委书记穆鹏深入沈家营镇、旧县镇
部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就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进行实地调研，
并慰问基层志愿指导员，通过他们向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一线的广大
工作者致以新春的祝福。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黄克瀛陪同
调研。

穆鹏一行先后来到沈家营镇下花
园村、临河村以及旧县镇东龙湾村、盆
窑村，实地察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
设情况，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队

组建及志愿服务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建设和旅游发展融合、乡村振兴
结合等情况，并慰问了基层志愿指
导员。

每到一处，穆鹏都详细地询问了
志愿指导员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工作的理解，村民在公共服务领域
最迫切的需求以及实践站活动开展情
况，并与志愿指导员共同探讨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如何打通解决群众需求、
提升农民精神文明素养、促进乡村产
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穆鹏强调，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试点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进一
步加强改进农村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打通宣传群众、教
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的重要措施，延庆作为北京市唯
一的建设试点区，担负着先行先试、探
索经验的重大责任。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切实把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抓细抓实，探
索形成切实有效的经验做法，在全区
唱响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要坚持问

题导向，着力解决农村地区群众所急、
所需、所盼，加大对实践站、所志愿者
的培训力度，重点打造提升宣传文化
组织员队伍，找准志愿服务与公共服
务的结合点、着力点，不断提升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要把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与提升农民精神文明素养、
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有
机结合，坚持目标导向，注重因地制
宜，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大力推进
移风易俗，引导广大群众为乡村振兴、
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区领导除夕夜查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

城区禁放见实效 文明祥和度佳节
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 卢丹丹）

今年是我区实施烟花爆竹区域限改禁
措施的第一年，2月4日，农历大年三十
历来是烟花爆竹燃放高峰。当晚 22
时，区委书记穆鹏，区委副书记、区长
于波分别带队，以“四不两直”的方式
深入我区部分禁放区域，对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实地检查，并慰问
了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副
区长祖宇陪同检查。

今年是我区实施烟花爆竹区域限
改禁措施的第一年，全区市民积极响
应，自觉遵守禁放规定，营造了平安、
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除夕当天，全
区出动管控力量 1.2万余人开展禁放
和社会面安全维护工作，但李四官庄、
谷家营社区，主干道，公共绿地，禁放

边缘区域等地还存在个别燃放现象。
穆鹏一行先后来到延庆镇莲花池

村、司家营加油站、大地燃气公司、百
泉街道南菜园北二区等地，实地察看
了烟花爆竹禁放区管理措施落实、燃
气安全保障和假日值守情况，并慰问
了假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

在延庆镇莲花池村，“延庆乡亲”
正在对村庄进行巡查，已经临近24时，
往年村里早已鞭炮声声、不绝于耳，而
今年，这里没有听到爆竹声。穆鹏详
细询问了该禁放区域的安全管理措施
落实、是否存在违规燃放等情况，得知
区域内几乎没有违规燃放情况，违规
燃放的市民在工作人员的劝阻下，都
十分配合，主动放弃燃放后，他叮嘱大
家，今年是我区实施禁放工作的第一

年，要注重宣传引导，耐心细致做好对
市民的劝阻。在司家营加油站和大地
燃气公司，穆鹏要求工作人员要切实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对重点区
域的巡查频次，确保市民度过一个安
全、温暖的新春佳节。

于波一行先后来到北燃延庆公
司城北站、延庆镇下水磨村、中石化
京张路加油站、会展中心广场，实地
察看烟花爆竹禁放区管理工作落实
情况和值守情况等。随后 ，于波一
行还沿途察看了儒林街道格兰山水
二期社区，延庆镇东屯村、西屯村、北
关村等地烟花爆竹禁放区管理工作
情况。

区领导对全区广大群众对禁放
工作的支持，以及各部门工作人员的

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对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工作予以肯定，强调，今年春节
是我区实施烟花爆竹区域限改禁措
施的第一个春节，全区各部门、各单
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深化
对烟花爆竹禁放工作的思想认识，严
格落实责任，把各项安全管理措施抓
细抓实，确保禁放工作取得实效。要
加强巡察值守，严格查处违法燃放、
销售烟花爆竹行为，加大对重点区域
的巡查频次和值守力量，确保万无一
失。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丰富春
节期间文化活动，积极引导群众移风
易俗，逐渐养成文明过年新风，让广
大市民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文明
的新春佳节，用蓝天白云迎接世
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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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齐动员，党员干
部、志愿者坚守一线，全民支持

“禁放令”，今年春节是我区实
施烟花爆竹区域限改禁措施的
第一个春节，按照区委、区政府
部署要求，我区各相关部门严
格落实《延庆区2019年春节烟
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总方案》，
多措并举，有序开展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各项工作。在大家的
齐心努力下，春节假期的前 4
日，全区营造了文明、祥和、平
安的节日氛围，共同为美丽延
庆、天蓝气清作出了贡献。

每年的除夕夜都是烟花爆
竹燃放的高峰期，今年，延庆区
主城区及周边地区为烟花爆竹
禁放区域，文物保护单位、车站
等交通枢纽、油气罐站等重点
消防单位、医院、学校等均为禁
放点。除夕夜，没有了往年的
爆竹声声，多了一份宁静祥和，
市民支持禁放规定，自觉做到
禁放区内“零燃放”。

“今年过年我们没买烟花
爆竹，也没放，在大年三十晚
上，城区里非常安静，以前快到
十二点的时候，电视放多大声
都听不见，今年没有这种情况，
大家都不放炮了，早上出去都
觉得空气是清新的，我们都大
力支持禁放规定，咱们文明环
保迎冬奥世园。”市民杜先
生说。

除了市民共同遵守区域限
改禁规定，我区各乡镇、街道，
党员干部、志愿者，也第一时间
全部下沉一线，做好禁放看护、
巡查工作。香水园街道严格落
实“干部在岗，群众过节”的工
作理念，所有包居领导带领包
居组长、副组长和机关干部，从
2月4日晚上7点开始全部下沉
一线，协助社区居委会做好定
点看护工作。为强化禁放区看
护，香水园街道还专门聘请 12

个社区包片民警担任席位制副
书记，指导社区，组织居委会干
部、物业公司、社区治安志愿
者、在职党员等社会力量，定点
位、定时间、定人员实名制巡逻
看护，确保街道辖区“零燃
放”。除夕当晚，共千余人参与
城区社区禁放看护工作。

“延庆城区全面实施禁放
工作，我们石河营西社区全员
上岗，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参与
其中，把禁放工作落到实处，给
居民提供一个祥和的春节氛
围。”香水园街道石河营西社区
党委书记彭永军介绍说。

与此同时，春节期间，延
庆公安分局全体民警在岗在
位，每日调派机关职能部门和
属地派出所 150余名警力、40
余辆巡逻车，实名实岗实责开
展烟花爆竹禁放“看点、巡段、
控面”工作，并组织 70余名警
力实施 24 小时动态处突备
勤。同时，全区每日投入烟花
爆竹禁放管控力量 1.2 万余
名。此外，公安分局通过民警
走访和“延庆乡亲”提供线索，
持续加大对非法储存运输销
售伪劣烟花爆竹的打击力度，
外围检查站也对进京车辆人
员严格盘查检查，切断外省市
非法烟花爆竹进京渠道。

禁放烟花爆竹为区域环
境质量作出了积极贡献。据
区环保局监测数据显示，2019
年除夕我区 PM2.5 浓度峰值
为441微克/立方米，比2018年
同期浓度峰值 527微克/立方
米下降16.3%。

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减少
了，但是浓浓的年味儿不减，
街面道路干净了，空气清新
了，文化活动丰富了，市民移
风易俗，文明程度不断提高，
为赛会筹办举办打下美丽
底色。

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虽然北京的气温很低，但北京市
公安局延庆分局交通支队民警孟记来却被一种浓浓的暖意包
围着。

“没有想到，我可以和总书记握手。”孟记来的脸上洋溢着幸
福。“那是我人生中一个值得珍藏和纪念的日子。在北京市公安
局一层大厅，我第一次见到了总书记，他的笑容既亲切又热情，
目光也很温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孟记来依然激动不已。

当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他
来到北京市公安局考察，同一线执勤民警视频连线，并同北京市
公安英模代表亲切交谈。

“在这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总书记会来到现场，当看到他朝
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大伙儿既惊喜又意外，我的手心都有些冒
汗。我站在第一排，是第五个和总书记握手的。”回想起当时的
画面，孟记来还是难掩心中的激动，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语重心
长……这几个词也成了孟记来口中关于总书记的关键词。

“总书记好！”孟记来给总书记敬了个礼。“第一次与总书记
握手，我心里热乎乎的，总书记的手很温暖，很有力量。”在孟记
来双手握住总书记的手的那一刻，这份温暖直抵他的心头，有力
地向他传递了一种信念。孟记来的胸前挂了很多奖章。总书记
看到以后，问起这些奖章里哪个最重要。孟记来说：“总书记问
得很详细，还叮嘱我要继续努力，发挥模范作用，这些让我很是
感动。”

今年是孟记来在新风路口指挥疏导交通的第 19个年头。
2000年3月，他站上了新风路口交通指挥的岗台，一天早、午、晚
三班岗，每次2个小时，严寒酷暑、风吹日晒，孟记来秉承爱岗敬
业、严于律己、乐于奉献的精神，为延庆良好的交通环境作着自
己的贡献。孟记来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人民警
察”、“北京市先进工作者”、首都“见义勇为好卫士”等荣誉，多次
被评为“人民满意政法干警”。

总书记说，平时公安干警就是风里来、雨里去，战严寒、斗酷
暑，“白加黑”“五加二”。“和平时期最辛苦、最劳累、付出牺牲贡
献最大的是公安干警，党和人民都感谢你们！”

总书记的话饱含着对公安工作和公安干警的深情厚爱，听
完之后，孟记来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总书记的温暖激励也成
为督促孟记来继续努力工作、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动力。“我将
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
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忠诚履职、勇于担当，决不辜负党和人
民的期望和重托，为建设平安延庆、实现平安世园、奠基平安冬
奥不懈努力。”孟记来满怀信心地说道。

牢记总书记嘱托 冲刺赛会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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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召开区委政法工作会
本报讯（记者 卢丹丹 史金秋）2月

2日，我区召开区委政法工作会。区领
导穆鹏、于波、吕桂富、武克、祖宇、吴世
江、张立新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市
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了2019年政
法工作。与会人员通过专题片了解了
2018年我区政法工作情况。

2018年，全区政法系统始终坚持党
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

落实“看北京首先从政治上看”的要求，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
行“两个维护”，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
作，忠诚履职、务实担当、攻坚克难，坚
持党建引领服务保障赛会，全力做好重
大活动维稳安保；扎实推进“平安延庆”

“法治延庆”建设，深入推进法治领域改
革，打赢一场又一场大仗、硬仗，为服务
保障赛会和延庆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政法工作重要论述，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思想精髓，深
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本质要求和
体现出的系统治理理念。要认清严峻
形势，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识到延庆
政法工作面临敏感事件节点多、重大活
动服务保障任务重、防范化解风险压力
大的特点，坚定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信
心和决心。要聚焦赛会筹办、保持政治
警觉，坚决维护首都政治安全，全力确

保外围服务保障区绝对安全，持续深化
“平安延庆”建设，坚决捍卫来之不易的
安全稳定局面。要全面加强党对政法
工作的绝对领导，始终旗帜鲜明讲政
治，不断完善平安建设体制机制，持续
深化政法领域改革，坚持不懈加强政法
队伍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强化自身建
设，锻造一支“五个过硬”政法队伍，坚
决答好服务保障赛会和高质量绿色发
展两张答卷，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春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大年初二，妫川大地盼望已久的初雪终于降临，悄然飘
落的雪花描绘了己亥年的第一幅春色。伫立在公园里的迎春花虽未发芽，但轻盈的白
雪悄悄落在枝头，在冬眠的枝条上绘就一树“梨花”。据统计，当日我区平均降雪量为
0.9毫米，最大降雪出现在佛爷顶站，降雪量为2.9毫米。 张顺延/摄 董明昊/文

逛庙会是春节的传统习俗，也是广大市民过
大年的一大乐事。春节期间，第三届延庆冰雪文
化庙会（世界葡萄博览园）突出冰雪文化品牌，融
合了冬奥、世园、长城文化等要素，打造游、玩、
赏、食为一体的京津冀冰雪文化庙会，吸引了众
多市民参观游览，让市民在延庆度过了一个别样
的 新 春 佳 节 。 截 至 昨 天 ，庙 会 已 接 待 游 客
3.1万余人次。

张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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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冰雪文化庙会
品延庆地道年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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