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和八达岭旅游总公司党员们在关城广场上庄严宣誓 陆军摄

庄严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升旗仪式在区委楼前隆重举行 张延摄

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 董明昊 郤
立鹏）晨光微曦，旭日东升。昨天是国
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区各部门
各单位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通过这一
充满仪式感的活动，牢记初心使命，坚
定理想信念，激发党员干部爱党爱国热
情和干事创业的激情。

在区委办公楼前，“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升旗仪式隆重举
行。区委书记穆鹏、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胡耀刚，区政协主席陈合安等区四
套班子领导以普通党员身份，与区直
机关工委系统所属各处级班子单位主
要负责人、党支部书记代表一起参加
升国旗仪式。

在大家的注目下，我区刚刚参加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预
备役部队方队9名退役士兵昂首挺胸，
迈着矫健步伐，护送国旗走向升旗台。
雄壮的国歌响起，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行注目礼、高唱国
歌，心中更加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大家
一致表示，这场升旗仪式为大家上了一
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激励全区各
单位要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
群众的爱国热情，凝聚起奋进新时代的
强大力量。

同一天，我区各委办局、乡镇街道
都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沈家营镇党委政府组织开展“守
初心 担使命”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
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沈家营镇全体机关干
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活动游行
方阵队员代表、观礼代表以及学生代
表庄严肃立，目光紧紧地跟随着五星
红旗，感受革命先辈们寄托在这旗帜
中的意志。

“参加国庆游行方阵的训练经历
让我倍感自豪。”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庆祝活动群众游行方阵队员王珺说，

“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我会继续坚
定理想信念，积极履行党员义务，更
好地服务基层，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
力量！”

与此同时，八达岭镇、永宁镇、刘斌
堡乡、香营乡等乡镇也分别举行了隆重
的升旗仪式。乡镇机关干部、驻村第一
书记等高唱国歌，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
旗行注目礼。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满腔
的爱国热情转化为践行初心使命、积极
作为的精神动力，转化为立足岗位、奋
发工作的实际行动，全力以赴做好各项
工作，争做新时代的追梦者和创造者，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区融媒体中心在中心新址举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升旗仪式，全体党员齐声高唱国
歌，向五星红旗致敬、向伟大祖国致
敬。升旗仪式后，3名在国庆节当天现
场观看阅兵仪式的党员结合亲身经历
和实际工作作了表态发言。“在现场观
看阅兵仪式的经历让我备受鼓舞，更让
我充满了干劲。北京 2022年冬奥会就
要到了，作为中心的一名记者，我将以
最饱满的热情，最昂扬的斗志投入到相
关报道工作中去，向外界展示延庆融媒
体的风采。”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世
奇说。

除了举行升旗仪式，区融媒体中心
全体党员还通过重温入党誓词、集体观
看《共和国 1949中共中央在香山 第一
集 进京赶考》和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对北京七次讲话精神的方式，进一步
激发广大党员的爱国热情，深入推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在雄伟的八达岭长城脚下，八达岭

特区办事处、八达岭旅游总公司联合举
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同
升国旗、同唱国歌”活动。

在八达岭长城关城广场，党员干部
职工队列整齐，正后方“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标语格外醒目。在全体人员注目
下，武警战士怀抱国旗走向关城广场中

央旗杆处。随后，主持
人发出“升国旗、唱国
歌”的指令，全体党员、
干部职工精神振奋，高
唱国歌，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在八达岭关城广场上空。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升旗仪式
结束后，全体党员职工重温了入党誓
词，声声誓言表达出全体人员发扬党的
优良传统，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0月 8日不仅是国庆假期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更是延庆各中小学校的开
学日。在区第八中学的操场上，全校师
生沐浴在朝阳中，注视着升旗台。身穿
白色制服的小升旗手们身姿挺拔、神情
肃穆，站在升旗台上，随着威武雄壮的

国歌声响起，振臂将国旗抛向空中，红
色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迎风招展。全
体师生齐声高唱国歌，向国旗和伟大的
祖国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的阅兵典礼上，我看到天安门的升旗手
们步履矫健，升起了国旗。作为我们学
校的升旗手，我特别佩服他们，希望成
为他们中的一员。”区第八中学初二年
级（1）班的学生闫梓桐说，“在未来的日
子里，我一定会努力学习，认真对待每
一次升国旗的机会，全力实现成为天安
门国旗手的愿望。”

激发爱党爱国热情 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全区各单位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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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昨天，我区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区委书记、区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穆鹏与
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座谈，征求意见建
议，共话初心使命。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学亮
参加。

座谈会上，大家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的总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共同检视问题、剖析不
足，提出意见、交流研讨，现场气氛热烈真挚。

“社区是最基层的社会细胞，社区工作最靠近百
姓生活，最了解群众需求，我们要在解决群众诉求中
践行自己的初心使命。”作为市、区两级党代表的儒林
街道康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俊英直抒胸
臆，表达出自己对践行初心使命的理解。

市党代表、区第二中学教师田成清则希望，我区
能进一步挖掘世园会筹办举办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
典型，讲好世园故事，助力生态发展，促进冬奥筹办。

长城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
伦比的文化景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区党代
表、八达岭特区办事处机关党委副书记耿超围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谈了自己对文物保护和
长城文化挖掘的理解。她说：“八达岭长城是文物单
位，同时，也是全国乃至世界著名景区，体现着中华儿
女的文化自信，我们对于践行初心使命最实际的表达
就是要做好文物保护，为游客提供优质、贴心服务，同
时，充分挖掘长城文化，为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
贡献力量。”

区政协委员、墨墨祝福志愿者协会会长孙艳萍
说：“对于很多人来说，162天是一个数字，对于我们来
说，是一个个实实在在度过的日日夜夜，世园会期间，
志愿者们用无私奉献，践行着自己的初心使命。”同
时，她也对更好开展志愿服务提出建议，希望我区能
进一步加强对志愿服务工作的统筹和统一管理，对各
社会组织开展专业、系统、持续引导和培育，加大专业
志愿服务管理人员培养力度，不断增强志愿者的归属
感和荣誉感。

座谈会上，“两代表一委员”们畅所欲言，深入研
讨、互相启发、积极补充，并对我区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绿色发展、
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医疗教育等各领域提出了 40余
条意见建议。这些问题被一一记录，对于能够立即解
决的，穆鹏当场予以答复，对于不能立即解决的将通
过我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分派
给各职能部门、乡镇街道。穆鹏要求，要把整改落实
作为重中之重，突出“即办”，以钉钉子精神找准症结
根源，确保改出成效，落实到位。

穆鹏感谢大家提出的中肯建议，他说，开展此次
主题教育，重点是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有机融合，努力实现理论
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
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要强化理论学
习，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不断筑牢信仰之基，
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把理论学习同中心
工作有机结合，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要突出问
题导向，三级联动解难题，以群众、企业获得感检验主
题教育成效。

延庆融媒微信

YANQING NEWS 第120期（总第2239期）

中共北京市延庆区委宣传部主办 延庆区融媒体中心出版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农历己亥年九月十一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曹欢欢曹欢欢 电子排版电子排版：：张靖怡张靖怡 EmailEmail：：yqbfukan@yqbfukan@163163.com.com 地址地址：：延庆区高塔路延庆区高塔路 7373 号号 邮编邮编：：102100102100 邮发代号邮发代号：：11--40014001 印刷印刷：：新华社印务公司新华社印务公司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

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

根本动力。

170余万游客延庆欢度国庆假期
本报记者 卢丹丹 通讯员 宋希如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延庆沉浸在
一片喜庆欢乐之中。新中国 70华诞、
世园会收官在即，延庆的秋色、秋韵，为
一件件大事喜事渲染出金灿灿的底色，
让这个长假收获了沉甸甸的硕果。国
庆假期，我区迎来了旅游接待高峰，长
假期间，全区共接待游人 173.5万人次
（含世园会），实现旅游收入 15483.2万
元（不含世园会），同比分别增长
22.4%、53.1%。

收官在即 情结难舍
精彩世园再迎接待高峰

妫水河畔，长城脚下，繁花锦簇迷
人眼，数树深红出浅黄。世园会自开园
以来，吸引国内外游客接踵而至，游园
热度不断升温。国庆长假，世园会再次
迎来接待高峰，共接待游人 41.6 万
人次。

中国馆、国际馆、植物馆等世园会
热门打卡景点，入馆参观的游客排起了
长队，但秩序井然。别具特色的文化活
动，具有创意的花车巡游，“奇幻光影森
林”灯光秀，在绿水青山繁花间为游人

送上了精彩的视觉盛宴，深受游客
喜爱。

“我特意在假期带着孩子从湖南来
北京旅游，10月1日在电视上看了国庆
阅兵，今天又游览了世园会，咱们祖国
的大好河山真让人心生自豪。”湖南游
客李女士激动地说，“游览世园会，孩子
也深受教育，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生
活，热爱自然，用绿色的生活方式保护
好咱们的美丽家园。”

据报道，为期 162 天的 2019 北京
世园会开园期间共接待各类入园参观
人数 934万人次，其中国庆节期间，世
园会园区接待游人 41.6万人次。会期
共举办 3284 场文化活动，吸引观众
310多万人次，吸引国际友人 20余万
人次。

在世园会园区里，同样让人眼前
一亮，感慨此行不虚的还有园区里浓
浓的延庆元素。生活体验馆延庆展
区里，延庆的四季美景让人们感叹这
片土地的生态之美；在园艺小镇“妫
川印象”“美丽家园”小院里，一张张

展板讲述了延庆南荒滩的动人故事
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孩子对这个
区域挺感兴趣的，我们在这里停留了
快半个小时了。”游客李女士看着一
边认真看展览内容的孩子，一边说，

“这些展览既能让孩子了解世园会举
办地的情况，也能开阔眼界、丰富知
识，我觉得特别好。”

不仅如此，以世园会为平台，大型
国际活动落户延庆，以世园为媒，延庆
走向世界。10月 3日，为期 3天的第二
十一届北京国际旅游节在世园会园区
内拉开帷幕，同行广场上的北京文旅图
片展展现了延庆精品民宿、绿水青山、
文旅活动等为一体的“旅游+”全域旅
游风采，长城礼物、妫水农耕等特色文
旅产品也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人们因
世园认识延庆，也通过世园，让更多的
人来到延庆，感受这里的绿水青山和人
文魅力。

秋色迷人 民宿火爆
延庆全域旅游品牌初显

国庆假期，八达岭长城景区花团锦

簇迎八方宾客，百里山水画廊、玉渡山
风景区、野鸭湖等景区，秋色烂漫，让游
人流连忘返，大庄科乡的开放式红色体
验基地也吸引了不少前来追寻红色记
忆的人……走进延庆，处处是景，处处
可游，让游客度过一个快乐多彩的国庆
假期。

国庆假期，全区共接待游人 173.5
万人次（含世园会），实现旅游收入
15483.2万元（不含世园会），同比分别
增长 22.4%、53.1%。主要景区接待游
人61.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222.5万
元，其中，八达岭长城景区以 32.7万人
次的接待量力拔头筹，百里山水画廊景
区紧随其后，接待游客3.2万人次，野鸭
湖景区不遑多让，接待游客 2.8 万人
次。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66.83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5685万元，与去年同期
大体持平。

国庆期间，高端民宿继续呈现了其
独特魅力，整个假期共接待住宿游客
7454人次，旅游收入 400.1万元，同比
分别增长 196.74%和 182.96%，平均住

宿率75.8%，其中10月2日—10月5日，
高端民宿住宿率均在92%以上，人均消
费536.8元。

平静的乡间生活、高品质的居住环
境和驱车不远就能到达的游玩景区，都
让游客对“住下来”充满期待。“我们这
个假期，选择住在山里的民宿，孩子们
白天在周围跑来跑去的特别开心，这个
假期过得挺好。”选择住在大隐于世的
游客周先生说。

除此之外，国庆假日期间，我区
星级及主要宾馆、饭店同样表现不
俗，共接待住宿客人 3.5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1592 万元，平均客房出
租率达 65.3%，同比分别增长 26.8%、
62.7%和 12.6%。

干部在岗 群众过节
服务保障安全有序

这个国庆假期，到处都可以看到在
岗位上坚守的各单位干部职工，大家把
浓浓爱党爱国情转化实际行动，坚守岗
位，做好国庆期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让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快乐的国

庆假期。
国庆假日期间，旅游市场秩序良

好，未收到旅游重大安全事故报告和
重大旅游投诉，实现了有效投诉为

“零”的工作目标。针对今年国庆假
日，区假日办提前部署制定了假日工
作方案和应对大客流工作方案，召开
全区假日旅游工作会，对假日期间旅
游接待和服务保障工作进行了周密
部署。

区文旅局以八达岭长城景区和世
园会周边旅游市场为重点，在全区范围
内深入开展了旅游市场秩序大检查工
作，以打击民俗户拉客揽客等违法扰序
行为为重点，建立起定点看防、流动巡
查、专项打击相结合的三位一体联合执
法工作机制，严格规范从业人员经营
行为。

世园会园区内、停车场、各大景区、
旅游咨询站，党员干部走上服务岗亭、
站点，不停歇地答复游客的咨询，为让
游客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国庆假期贡
献自己的力量。

乐享精彩世园 畅游美丽延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