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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
第十督察组进驻我区督察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11 月 11 日，中共北
产督察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安全生
北京正处于建设国际一流和谐
产第十督察组在我区召开安全
宜居之都的重要阶段。实现
生产督察工作动员会议。安全 “四个中心”的城市功能定位，
生产第十督察组组长、北京市人
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非
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巡视员岳金
首都功能等都对全市安全生产
矿作动员讲话，安全生产第十督
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更
察组副组长、市安全监管局副巡
细、更实的要求。督察是抓工
视员贾秋霞通报安全生产督察
作任务落实的重要手段，没有
工作安排。区委书记张家明作
督察就没有落实，没有督察就
表态发言，区委副书记、区长李
没有深化。以市委市政府名义
先忠主持会议。
开展安全生产督察，是牢固树
岳金矿指出，党中央国务
立“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
院、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
的具体举措，是落实“看北京
包括督察巡查在内的安全生产
首先要从政治上看”要求的现
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
实体现。蔡奇书记明确指出要
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
像开展环境保护督察那样开展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 安全生产督察工作。陈吉宁代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
市长要求，对各区的安全生产
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
督察，要以问题为导向，把促
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
整改当成主攻方向，全方位落
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实安全生产责任。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
岳金矿强调，开展安全生
意见》 和市委市政府即将出台
产督察是推进党中央、国务院
的实施方案，都对做好安全生
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

以首善标准做好社区党建工作

区委书记张家明调研基层党建时强调

本 报 讯 11 月 11 日 上
午，全市城市基层党建工
作座谈会召开的第二天，
区委书记张家明来到东华
门街道正义路社区调研基
层党建工作，以实际行动
落实座谈会精神。区领导
宋铁健等参加调研。
在 东 交 民 巷 32 号 院 ，
区领导一行实地察看了居
民居住现状，并了解社区
推动共治共享、消除消防
安全隐患等工作情况。在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
领导听取了正义路社区党
委书记张健玲关于社区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及开展基层党建工
作的相关情况汇报。
张家明指出，社区是
城市治理的细胞，正义路
社区在服务中央及市属单
位、服务辖区百姓方面主
动作为、工作到位、成效
明显。张家明要求，一是
要深刻把握新时代全面从
严治党新要求，以首善标
准做好社区党建工作，加
强基层党支部规范化建
设，通过强化党的建设，
推动街道、社区工作。二是社区党委要始终聚焦抓
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的主责主业，做好政策宣
讲、民生保障、服务百姓等各项工作。三是区、街
两级要关心社区工作者思想和生活，为他们解决实
际困难。

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和“三个必
须”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落地见
效的制度性创新。希望东城区
高度重视，积极支持配合督
察。对督察中移交的各类安全
生产问题或事故隐患，要立行
立改、严肃处理；对督察后反
馈的问题，要真改快改、举一
反三，并按照督察制度要求公
开整改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确保督察工作取得实效。
张家明在表态发言中讲到，
安全生产工作必须警钟长鸣，不
能有丝毫懈怠，要从思想上，认
识上切实增强安全生产责任意
识，使命意识，正确对待安全生
产督察工作，要把督察内容和要
求作为安全工作的航向标，并以
此为契机，加大自检自查自改力
度，推动完善日常工作与督察工
作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和管理体
制，全面提升我区安全生产监管
水平，为建设国际化现代化的新
东城和建设和谐宜居之都，创造

安全稳定的环境。
动员会后，岳金矿主持召开
东城区安全生产工作汇报会。
张家明从决策部署、构建体系、
健全机制、狠抓落实、夯实基础、
强化保障、不足之处和改进措施
等八个方面详细汇报了东城区
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区委
常委、副区长张立新，副区长葛
俊凯分别汇报了分管领域安全
生产责任履行情况。
岳金矿指出 ，通过听取汇
报，督察组对东城区安全生产工
作总体情况以及两位副区长安
全生产的履职情况有了进一步
的了解，按照督察计划，下周将
开展安全生产第一阶段的工作，
主要是查阅东城区近年来的安
全生产文件资料，希望区委、区
政府和各部门积极配合，确保督
察工作顺利进行。
按照安全生产督察工作部
署，安全生产第十督察组将在我
区开展为期 15 个工作日的驻地
督察，重点督察区委、区政府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推动依法治
安、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等方面
的工作情况，并延伸督察部分街
道（地区）、行业部门、抽查检查
和暗查暗访重点企业。督察组
将综合运用听取汇报、座谈交
流、个别谈话、查阅资料、重点抽
查、受理举报、媒体曝光等多种
形式开展督察工作。
为畅通督察信息渠道，督察
组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30 日开通
举报电话（010-63028325），设立
举 报 电 子 邮 箱（dcaqjb@bjdch.
gov.cn）受理有关安全生产问题
的来电、来信。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第十督察组成员，
东城区区委、区政府班子成员出
席会议。20 个街道（地区）主要
负责人、43 个区安委会成员单
位的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区重点
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区人大、政协负责同志应邀参加
本次会议。

区人大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区人大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于近日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专题交流研讨会。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金晖主持会议。
会上，区人大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成员分别结合近期学习情况和
分管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体会。
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大明确宣
示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
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
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作为
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学习、深

刻领会、全面把握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
新举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以实
际行动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我区
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
金晖强调，一要不断深入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自觉用新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二要深刻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对政治建设的要求，不断提高政
治能力。三要全面把握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高为民服务

的意识。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在
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上拓思路、
在增强凝聚力上求实效。四要明确
人大工作新目标新使命，不断提高
履职能力。紧密联系人大工作实
际，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与行使职权相结合，与做好本职
工作相结合，与提高人大常委会和
人大机关自身建设相结合，在贯彻
中学习，在学习中贯彻，切实将学习
成果转化为工作理念指导实践，不
断推动人大工作取得新进展。

我区成立十九大精神宣讲团
本报讯 11 月 9 日下午，
“ 东城
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团”成立暨宣讲工作部署会召开。
“东城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宣讲团”由我区参加党的十九
大代表、29 个党（工）委书记、清华大
学等高等院校知名专家、区委党校
教授等组成，从近期持续至今年底，
将面向全区各级党组织及各社会群
体，分层分众开展集中宣讲活动 700
余场，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企业、
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楼门院，
进一步把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
的十九大精神上来，切实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行动。
会前，
“东城区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及宣传文化
系统干部近 50 人集体重温了入党誓
词，参观了“光辉起点·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在东城”展览，回顾了中国
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的建党初心。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家雷
表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是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
事，全区各级宣传部门要积极筹划、
周密部署，以实际行动迅速掀起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要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思想观
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向干部群众
讲清楚、讲明白。宣讲活动要形式
多样、生动活泼，充分利用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使党的十九大精神家
喻户晓、深入人心。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