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9日14时30分，我区出现降雪，飘飘扬扬的雪花飘落延庆，妫川大地一片银装素裹。降雪于11月30日6时结束。据气象站点监测，11
月29日14时30分至30日3时，全区平均降雪量为7.9毫米，最大降雪出现在海字口站，为13.7毫米，延庆本站为8.9毫米（积雪深度11厘米），佛爷
顶站为11.7毫米（积雪深度5厘米），冬奥核心区平均降雪量为6.2毫米。本次降雪已达大雪雪量。

雪霁天晴，妫川大地如童话世界，远山披上银纱，原野一片洁白，恍若千树万树梨花盛开。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欣赏这座冬奥冰雪之城的冬日
美景。

雪中雪后，全区各部门积极应对，开展扫雪铲冰工作，保障城市正常运行。
司达/摄 刘嘉豪/文

（相关报道见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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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9日，我区迎来入冬以来的第
一场大范围降雪，给群众带来惊喜和欢乐
的同时，也将对未来几天气温造成影响，
全区各部门迅速行动、多措并举，确保群
众温暖过冬。

29日当天，延庆镇委派包村工作组
入户查看住户取暖情况，统计未完成清洁
能源改造的村民信息，根据摸排情况，调
配优质型煤及兰炭，对市民存有的少量劣
质燃煤进行煤炭置换。该镇负责人表示，
未实现清洁取暖之前，将不间断配送优质
型煤。

胜利街村赵先生家是两间 50余平方
米的平房，完成煤改电改造已经两周时
间。记者在赵先生家看到，墙上的温度计
显示室内温度是 22℃。“现在，屋里全天
都保持在 20℃左右。”赵先生满意地说。
而让他感到格外满意的是，更换了清洁能
源设备以后，他再不用半夜起来添煤加炭
了。据延庆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延
庆镇与相关部门紧密合作，细化工作任
务，倒排工期，优化施工组织，调配工作力
量，扩大施工作业面，全力以赴加快推进
供暖设施改造、管网连接，确保未完成工

程尽快完工，尽早实现全
部集中取暖。

30 日，区城管委结合
新时代文明实践日活动，
组织百泉街道、儒林街道、

香水园街道、延庆镇有关负责人以及京能
延庆热力公司代表、社区居民代表召开了

“访民问暖及关注民生恳谈会”。大家走
进城南供热中心及百泉街道换热站，了解
供热管网运行情况，京能延庆热力公司有
关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热力供应情况。

在恳谈会上，京能延庆热力公司有关
负责人系统地介绍了入冬以来我区集中
供暖工作开展情况，并对去年供暖季发现
的供热问题后续维修解决情况做了详细
介绍，部分街道有关负责人也提出，希望
热力公司及区城管委加强与属地合作，就
清洁能源改造之后的收费标准问题，向群
众做好政策宣传。

同一天，区农业农村局工作组也入村
走访，对村民供暖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
延庆镇付余屯村实行的是分户供暖。今

年，区农业农村局启动招标，8月付余屯村
正式实施煤改电工程，10月底，全村完成了

“煤改电”工程。曾经的煤棚子消失了，每家
正房外都“标配”了一个类似空调外挂机的
空气源热泵，今年冬季采暖村民就靠它。

记者跟随区农业农村局入户工作人
员来到付余屯村村民程富来家中，一进院
子，悬挂在院子西墙上的空气源热泵映入
了记者的眼帘。走进屋内，一股暖意扑面
而来。程富来精心养护的花花草草在温
馨的小屋内生机盎然。程富来告诉记
者：“以前我们冬天都是烧煤，特别脏，弄
得衣服袖口都是煤灰不说，晚上睡觉也不
踏实，不安全！今年家里拆掉了小煤炉，
用上了‘煤改电’设备，再也不用囤煤了。
我们只需要设定好温度，就完全不用管
了，操作特别简单，不仅省心，还安全。”

雪降天寒部门发力，确保市民温暖过冬
本报记者 张宏民 刘嘉豪 通讯员 李丹 郭金波

区委区政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交流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根据“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体安排，11月
29日，区委区政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交流会召开，通过深入研讨、互相启发，进
一步加深理解和认识，切实用以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进一步提升延庆
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服务首都“四个中心”
建设，提升“四个服务”水平，交出服务保
障冬奥会和高质量绿色发展两张优异答
卷打好基础。穆鹏、于波、李军会等区委
区政府领导出席会议并做交流发言。市
委第七巡回指导组副组长宋丽静及指导
组成员到会指导。

学习会上，区领导结合各自分管领域
工作实际，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大

家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就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
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是一次具
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一定要深
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切实用以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为推动延庆治理能力现代
化贡献更多力量。

会议要求，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抓学习、抓宣讲、
抓结合，切实把全会精神领悟透、把握准，
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增强制度自信，把学习
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融入完成当下
工作、保障持续发展中，用交上两张优异
答卷检验学习成效。

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进一步建立完善工作实践中形成
的有效机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坚
持和完善既有工作制度，全面把党的领
导落到实处、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强
化绿色指标体系考核，让“两山”理论在
延庆形成更多生动实践，为建设美丽中
国贡献延庆力量。要健全完善科学高效
的规划建设管理体系，严格实施北京市
城市总体规划和我区分区规划，坚持减
量发展，加强土地管理，坚决维护规划的
严肃性、权威性，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制度，以赋权、下沉、增效为重点，夯实基
层治理基础，打通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民生保障制
度，紧扣“七有”“五性”需求，推动社会
服务、社会保障水平提升，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会议指出，要大胆探索创新，勇于担
当作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
坚持推进符合延庆功能定位，具有区域特
点的改革，并把探索出来的好经验、好做
法及时上升为管长远的制度和法规，努力
在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中作出
延庆表达。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守、
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
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驰而不息、久久
为功，切实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
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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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据 11月 29日《北
京日报》第 11版政府与市民栏目报道，延庆
镇部分城中村供暖工程仍未完工，影响村民
取暖。当天，区委书记穆鹏，区委副书记、区
长于波第一时间带队来到延庆镇，逐户走访，
现场调度，检查群众取暖及城中村煤改清洁
能源有关工作。穆鹏强调，要迅速行动，逐户
排查，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克服一切困难，多
措并举确保 11 月 29 日当天户户都有取暖
措施。

区领导一行先后来到此次城中村集中供
暖工程涉及的自由街村、北关村、胜利街村，走
进村民家中，察看村民临时取暖措施落实情况、
集中供暖效果及劣质燃煤管控情况，逐村逐街
了解工程进展以及工程推进中遇到的问题。

在家住自由街村的申大爷家中，延庆镇
配发的优质型煤和兰炭把取暖炉烧得红彤
彤。“暖和，今天上午也有干部来问，家里的煤
够使，不觉得冷。”申大爷说道。

在北关村，80多岁的尤大妈家已经完成
了煤改清洁能源工程，客厅、卧室大大的暖气
片热乎乎的。“现在方便多了，不用存煤球了，
也不用夜里添煤，暖和、方便。”尤大妈说。另
外一个胡同，王先生家还没有完成煤改清洁
能源工程，目前，他家通过镇里给配发的电暖
气取暖。区领导一行来到他家，了解临时供
暖措施效果，对他的支持和理解表示感谢，并
要求有关负责人，要及时了解群众供暖需求，
确保临时取暖措施及时有效。

据了解，29日当天，由主管副区长牵头
的工作专班，已通过逐村逐户走访的方式，完
成了村民取暖情况摸排，并根据摸排情况，调
配优质型煤40吨、兰炭4.5吨，补充部分户优
质型煤存量，对少量劣质燃煤全部进行置
换。同时，根据村民生活实际，配发电暖气6
组，实现了有需求村民全部有取暖措施。

区领导强调，要把确保群众温暖过冬放
在第一位，迅速行动、立即行动，逐户了解取
暖措施、工程进展，建立基本情况台账，确保
当天户户都要暖起来，工程完工前，户户都有
临时取暖措施，切实把工作做得细致细致再
细致，决不能让一个群众受冻。要加快工程
推进，做到完工一户暖一户，迅速保质保量完
成工程建设。要做好群众工作，耐心细致做
好解释，加强安全知识宣传，确保群众满意。
同时，要做好优质燃煤置换工作，加大劣质燃
煤打击力度，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维护群众身体健康。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
全区群众供暖有关工程情况，做到底数清、情
况明、措施实，切实把好事办好，确保群众温
暖过冬。

副区长刘瑞成一同检查。

本报讯（记者 王宇琦 史金秋）11月 29日，二
届区委召开第 147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神，并结合贯彻落实好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
神，总结 2019年工作，对做好 2020年工作进行务
虚研讨。区委书记穆鹏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神，
区四套班子领导结合各自分管工作，围绕贯彻落
实中央、市委重大决策部署，交上服务保障赛会
和高质量绿色发展两张优异答卷等内容，对 2020
年工作思路进行务虚研讨。大家纷纷表示，要深
入总结今年工作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细致
谋划明年任务，确保在交出两张优异答卷的进程
中每年都有新进步。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和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神，积极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教育引导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结合延庆实际，深入提炼、系统总结服
务保障世园会申办、筹办、举办中的典型经验，
积极探索具有延庆特色、符合发展实际、行之有
效的治理方式，同时，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深入剖析，找准工作短板，狠抓整
改落实，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为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探索、贡
献力量。

会议强调，要狠抓重点，全力以赴做好冬奥
会各项筹办工作，按照“一刻也不能停、一步也不

能错、一天也误不起”的要求，全力做好冬奥延庆
赛区建设保障工作，加快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做
好外围服务保障，力争圆满完成2020年基本建成
冬奥延庆赛区任务。要全面推进，瞄准完成全年
各项目标任务，全力以赴、不断奋进，深入推进北
京城市总规落实、“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建
设、疏整促、清空、净水、优化营商环境等各项重
点任务完成，坚决做到不到最后一天绝不松懈、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

会议要求，要主动融入首都发展大局，立足
首都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积极探索，主动作为，
努力做好延庆表达。要切实做到补短板、强优
势、惠民生，结合接诉即办、生态涵养区指标体
系，进一步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持续提升工
作标准和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全区发展大事、
创建工作取得实效，惠及更多群众。要干在当
前、着眼长远，全力保障冬奥会首场测试赛“一炮
打响”，9场测试赛场场成功。着力构建绿色发展
制度体系，促进全区经济社会、精神文明水平双
提升。要强化党建引领，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突出精治共治法治，完善社区治理和乡村治
理体系，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扎实推进依法治区，抓实细致开展地区、行业乱
象整治，提升依法履职能力，营造良好社会环
境。要不断提升精细化治理和安全隐患治理水
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针对
性地增加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把民生工作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抓实抓好，真正把群众家门口的事
放在心上，落实到行动上，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届区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神
谋划明年工作思路

还有 75 天

今天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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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站比赛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