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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新人说”讲述妫川儿女新时代故事
本报记者 渠晨

“我是一名90后，人们都说我们是
在蜜罐里长大的一代人，说我们只是享
受了祖国发展的累累硕果，哪里有和祖
国共同成长？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艰苦困难的
时期，但我们依然是和祖国同呼吸共命
运的一代人。”在“时代新人说——我和
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决赛的赛场上，
来自大庄科乡的参赛选手马静侃侃而
谈，讲述着她的红色青春故事。

近日，“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

共成长”演讲大赛决赛在区文化馆小剧
场激情开赛。经过初复赛角逐，14名
参赛选手脱颖而出，跻身决赛。他们有
深扎基层的 90后，有育人 30余年的老
教师，有热心志愿服务的“老大姐”……
他们诉说着一段段动人故事，讲述着妫
川大地几十年的沧桑巨变，展现出妫川
儿女服务保障冬奥世园的奉献精神，传
播新时代美丽延庆人最动听的好声音。

本次演讲大赛是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演讲大赛由区委宣传部主
办，区直工委、区融媒体中心、区文旅局
等部门协办。

比赛当天，选手们围绕主题，结合
工作、学习、生活，从不同角度讲述我
区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在全力服务保
障世园会、助力高质量绿色发展中敢
于担当、积极向上的典型人物和感人
事迹。精彩的演讲赢得现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

“1985 年，共和国的第一个教师

节，我走上了三尺讲台，那年我 18岁。
35年的教师生涯，20年的班主任，15年
的宏志教育给了我实践智慧、专业素养
和职业幸福……”来自区第二中学的田
成清慷慨激昂、饱含真情的演讲感染着
在场每一位观众。“在新中国70华诞即
将来临之际，我很荣幸能够代表延庆区
教委参加‘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
赛。我希望用我教育生涯中的点滴故
事滋润正在成长的年轻生命的心田，通
过讲好教育故事，传递教育正能量，展

现新时代人民教师的美好形象。”走下
赛场，田成清激动地说。

北京市金牌宣讲员、区百姓宣讲员
徐兰凤听了选手们的演讲感触颇
深：“感谢选手们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感人的故事，也感谢他们在自己岗位上
的默默付出，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传递延
庆声音，讲好延庆故事！”

最终，来自区第二中学的田成清以
出色表现获得第一名，延庆公安分局的
兰冀聪、区公共文明引导大队的贾建华

获得第二名，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的李
瑛、香营乡新庄堡村的王俊伟、香水园
街道的黄秀娥获得第三名。

这些普普通通的延庆人，用激情讲
述了与祖国共同成长的故事，分享了他
们眼中新时代的家乡变迁，展现出延庆
人奉献冬奥世园的时代风采，让时代新
人站到时代“C位”，号召越来越多的人
向时代新人学习看齐，共同为延庆答好
两张优异答卷和高质量绿色发展贡献
力量！

300余名新闻
发言人“充电”
本报讯（记者 董明昊 通讯员 鲁岳松）近日，我

区举行 2019年第二期新闻发言人暨网络发言人培训
活动，来自全区各单位的新闻发言人、网络发言人等
300余人参加培训。

在培训过程中，主讲人通过细致的理论分析和翔实
的案例解析，围绕如何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全媒体
时代的网络舆论场及危机应对等主题进行了详细讲解。

新闻发言人是新闻发布的主体，负有策划、组织和
发布重要信息，并处理相关新闻宣传和公共关系的职
责。经过近年来的多次培训，全区新闻发言人、网络发
言人工作体系逐步完善，理论水平、实战素养明显提
升，形成了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
仗的新闻发言人队伍，切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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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设
置议题，巧妙寻找角度，善用新闻发布，讲好延庆故事。

下一步，我区还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
工作条例》，加大对村、社区党组织宣传员的培训工作，
彻底打通宣传工作“最后一公里”。“通过培训，我们对
新闻发言人和网络发言人的职责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对未来如何开展相关工作有了更深的感悟。”永宁镇
宣传委员蒋小盈说，“未来，我们会借助新闻发布平台
向群众及时传达有效的政策信息，并结合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基层落地生根作出更多努力。”

延庆遇上高科技 助力高质量绿色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 郤立鹏 通讯员 闫婷杰）

8月 7日，“yan科技”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场景
系列宣讲对接会暨中关村管委会前沿科技沙
龙延庆首场活动——“智慧民生”新技术新产
品应用场景宣讲对接会在中关村延庆园企业
之家拉开帷幕。

“yan科技”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场景系列
宣讲对接会暨中关村管委会前沿科技沙龙
活动共分为“智慧民生”、“ 科技冬奥”、“ 智
慧城市管理”3个主题，邀请来自中关村的
21 家高科技企业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和应
用场景展示，并与我区冬奥办、发改委等 20

余个部门进行现场对接，助推高科技技术、
产品在我区应用，推动我区高质量绿色发展
迈上新台阶。

“打造医疗信息化数据中心，提升区域医
疗水平。”“ 实时监测水体水质关键参数，满
足‘河湖长制’对水体水质快速监测及在线反
演的迫切需求。”“建立教育云平台，实现“互
联网+教育”，提升教育教学质量。”……首场

“智慧民生”对接会上，执象科技、中科谱遥等
6家企业依次登台，就互联网医疗、智慧教育、
水体检测等各自的主攻领域，进行新技术展
示与讲解。区卫健委、市场监管局、教委等13

家部门工作人员在现场与企业负
责人积极沟通了解，就各项技术
应用项目在我区落地实施的可行

性进行探讨。
“今天的对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平

台，让我们对延庆的教育需求有了初步了
解。未来，我们将针对教育需求，进行示例
产品设计，为延庆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一分力
量。”北京执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此外，已落地中关村延庆园的中科谱遥
公司也将尽快促成具体成果的转化应用，让
新技术新产品服务延庆发展。

据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科技冬奥”和“智慧城市管理”两场对接
活动将于 8 月 14 日和 21 日陆续开展。届
时，旷视科技、科大讯飞、小元感知等 8家具
有丰富大型活动服务经验的高科技企业，将
会带来 5G应用、智能化演播、复眼超高清视

频技术、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云端智能、
薄膜太阳能等高科技含量技术的精彩展示，
区冬奥办、发改委、交通局等 19个部门及北
控京奥、国嘉高山滑雪等企业将参与对接，
促进高科技产品在冬奥会智慧场馆、绿色场
馆建设及服务保障工作中的运用。

延庆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始终坚持高
质量绿色发展，着力构建高精尖产业体系。
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单位将在对接会初步
沟通的基础上，进一步与各相关企业就具体
项目深度对接，力争尽快实现项目签约落地
实施，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延庆民生保障、
科技冬奥、智慧城市管理及其他各重点领域
的推广应用，促进科技成果在延庆转移转
化，服务高质量绿色发展。

中国长城国际摄影周在八达岭长城开幕
本报讯（记者 张宏民）8 月 8 日，“2019

中国长城国际摄影周”在八达岭长城景区正
式拉开帷幕。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
中国艺术摄影学会执行主席朱宪民、中国长
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区领导于波、董亮出
席开幕式。

据了解，2019中国长城国际摄影周活动
将持续一个月，活动期间，游客可以在八达
岭长城景区参观“穿过历史的烽烟——百年
长城影像展（1850—1949）”“长城作为影像
符号——中外摄影名家眼中的长城摄影精
品展”“长城聚首——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与
八达岭长城专题展”“夏都延庆 激情之约

——迎冬奥专题展览”等七大主题展览。主
题展览展出的摄影作品来自国内外 300 余
位摄影家的 1500 余幅经典长城摄影作品，
进行超大尺幅的露天户外展览，为海内外游
客打造震撼的视觉效果。

开幕式现场，一个个主题展览区从八达
岭长城景区步行街一直延伸至关城广场，展
览面积超过 2万平方米。来来往往的游人
纷纷被吸引至展板前，驻足观看，不时赞
叹。在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与八达岭长城专
题展览区，很多外国友人在照片墙中寻找自
己国家的领导人。

来自湖南的王先生和家人当天在登完长

城后参观了摄影展，在《长城上喝可乐的男
孩》的巨幅照片前，王先生和儿子手拿可乐，
摆出同照片中主人公一样的造型，一旁的妻
子拍下这妙趣横生的一幕。“我觉得八达岭长
城举办的这个摄影周活动很有意义，既表达
出我们对万里长城特殊的情感，也对长城文
化做了一次盘点，让游客进一步地了解八达
岭长城的历史和文化。”王先生说。

本次摄影周活动持续时间长，分类活
动多，展品数量大，并且设计制作精良，摄
影作品内容覆盖面广，在八达岭长城景区
属首次。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我与
长城合个影”“我为长城代言，我为祖国祝

福”摄影接力等互动活动，让游客也能够参
与其中，感受长城的文化魅力。同时，摄影
周的举办也是我区积极推动长城文化带建
设，助力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国际交往
中心的重要举措。

“长城作为中国文化的金名片，是中外文
化交流的桥梁。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2019中国长城国际摄影周活动的
举办就是希望以全新的发展理念推进长城文
化带建设，充分展现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文化
自信与多元包容，向世界讲述长城故事、传播
中国声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献
礼。”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说。

夜跑、美食、游园“夜延庆”精彩无限
本报讯（记者 王宇琦 孙佳琪）繁荣夜间经济，推动消费升级，落实高质

量发展。依托世园会的举办，“夜间经济”作为激发消费升级潜力的重要形
态，正在延庆悄然升温。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深夜食堂”和闪耀着梦幻
色彩的世园会，幻化出不同的美丽模样，一笔一笔勾勒起妫河两岸的最佳
夜景。

8月8日晚8点零8分，以“健康中国、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19“助力冬
奥荧光跑”活动在区体育场内正式开跑，300 多名市民拿起荧光棒、戴上荧
光手环，乘着夏日凉风，以荧光夜跑5公里的方式庆祝第11个全民健身日。

跑道上，跑友们奋力奔跑，整个队伍如同夜空中的星河，在黑暗中川流
涌动，把体育场装点成闪耀的欢乐海洋。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不设名
次，不设奖项，旨在让市民在茶余饭后放下手机和遥控器，走出家门，参与
到体育健身活动中来，丰富夜间活动。

“荧光夜跑既锻炼了身体，又帮助我们养成了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
活动很有意义。”参加活动的市民徐爱华说。

与此同时，在区会展中心广场西侧，为期一个月的“啤酒花园”夜宵项
目也在 8日晚 8点正式对外营业。从当晚开始，35家烧烤、麻辣烫、酒水等
档口悉数亮相，100多种美食搭配驻场演出轮番上阵。市民在满足味蕾、大
快朵颐的同时，卸下一天的疲惫，与三五好友谈天说地，享受闲适人生。

在凉爽的妫川傍晚，世园会跨夜票成为众多游客的选择。夜游世园的
游客，每晚6点都可以在园艺小镇体验一场古朴与时尚共享、文雅与狂欢交
融的音乐美食节。

此外，我区还与“饿了么”平台合作，启动了为期2个月的八九不离“食”
延庆全域美食节线上项目，商家坐店经营，线上注册，定期推出五折特色菜
肴，实现线上引流，通过个性化、特色化促销活动，以节造市，拉动延庆餐饮
消费增长。

在餐饮企业先行先试的带动示范效应下，“夜间经济”为延庆经济发展
注入了澎湃新动能。下一步，我区将紧抓赛会黄金窗口期，大力培育冬奥
会世园会主题旅游等消费热点，发挥好投资、消费拉动作用，构建高品质生
活场景和新经济消费场景，点亮妫川大地，推动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 预备！ 王宇琦摄

8月6日，由区纪委与区妇联联合举办的第五届“德藴清风”廉政文化节暨“同
守党纪法规 共建廉洁家庭”家庭助廉活动正式启动。“德蕴清风”廉政文化节期间，
区纪委监委将通过组织全区党员干部及家属参观德蕴清风警示教育基地、签订家
庭助廉承诺书、征集廉政微家训等一系列廉政文化活动，以家风建设促进廉政建
设，进一步强化全区党员干部的党纪法律意识，共同营造全区干净纯洁的政治生
态，以优异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图为党员干部代表正在警示
教育基地学习参观。

刘宇摄影报道

同 守 党 纪 法 规
共 建 廉 洁 家 庭

并列最后一位的是康庄镇（40 微克/立
方米）、八达岭镇（40微克/立方米）。

上半年全区降尘量为7.1吨/平方千米·月，排名全
市第7；6月降尘量大幅下降（6.1吨/平方千米·月），排
名全市第 1，全区排名前三位的街道乡镇是儒林街道
（3.5吨/平方千米·月）、四海镇（4.1吨/平方千米·月）、
旧县镇（4.3吨/平方千米·月），后三位是康庄镇（8.6吨/
平方千米·月）、张山营镇（8.5吨/平方千米·月）、大榆
树镇（7.8吨/平方千米·月）。

★净水：7月河长制工作综合评分排名前三位的
是旧县镇、沈家营镇、香营乡，都是100分。后三位是井
庄镇（89分）、千家店镇（91.5分）、张山营镇（91.5分）。

我区村级河长存在高速路巡河等“应付式”巡河问
题，被全市通报。

工作中存在部分村级河长存在思想不重视、职责
不清晰、责任未压实等问题。被发现问题数量最多的
村是井庄镇石河村和老银庄村、千家店镇花盆村、珍珠
泉乡小川村。

★护林：林地管护方面，平原地区生态林管护涉及
的12个乡镇中，第二季度考核优秀（考核成绩90分以
上）的8个：刘斌堡乡、康庄镇、张山营镇、永宁镇、四海
镇、大榆树镇、旧县镇、八达岭镇；良好（85—90分）的2
个：香营乡、沈家营镇；合格（75—85 分）的 1 个：延庆
镇；不合格（75分以下）的1个：井庄镇。

（上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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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丹丹）8月8日，我区召
开接诉即办调度会，继续对接诉即办工作
进行专题调度。区委书记穆鹏主持会议。
区领导于波、张远、刘学亮、蒋达峰、刘瑞
成、陈桂芬参加会议。

会上，穆鹏和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波随
机抽取汇报乡镇，听取接诉即办工作汇报
和现场回访情况，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汇
报了本周接诉即办工作调度情况。旧县镇
大柏老村、沈家营镇八里店村、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分别汇报了接诉即办工作情
况，并对重点工作进行经验交流。

穆鹏强调，接诉即办工作是切实解决
群众身边事，在服务群众中践行初心使命，
履行职责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目前，我区
接诉即办工作仍存在重视程度不够，工作
力度不均衡等问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端正工作态度，
充分认识到做好接诉即办工作是检验党员
干部担当作为的考核标准，是群众认识党
员干部的重要视角，努力做好自身工作，以
问题为导向，着力找不足、补短板，不等不
靠、不推不拖，切实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要提高工作
的主动性，向前一步，积极主动发现问题，
切实落实网格员职责，完善网格员奖惩机
制，坚持“接诉即办”与“主动治理”相结合，
围着群众转，奔着问题去，沉到一线干，形
成接诉即办长效机制，把接诉即办工作抓
紧、抓实、抓出成效。要聚焦问题，改进调
度机制，各部门围绕重点地区、难点问题、
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梳理共性，形成合
力，依法依规集中力量突击解决，以钉钉子
的精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持续不断推动接诉即办工作取得
实效，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