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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花园东城”
本报讯 4 月 14 日，我区召
开“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推进
会，深入总结推广东四街道“周
末卫生大扫除”经验做法，探索
多方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
途径，动员社会各界携手共建
“花园东城”。此次推进会的召
开，标志着全区“周末卫生大扫
除”活动正式启动。
推进会上，区委、区政府向
广大居民朋友发出倡议：从我
做起，争当“周末卫生大扫除”
活动的参与者；从点滴做起，争
当环境秩序的宣传员；从现在

做起，争当环境秩序的守护者；
社会总动员，争当“花园东城”
建设的引领者。东城是我家，
文明靠大家，清理环境，人人参
与，家家受益。
会上，举行了授旗仪式，分
别向街坊邻里先锋队、党员干
部先锋队、青年志愿先锋队、共
驻共建先锋队、环境秩序守护
先锋队授旗，号召广大党员干
部和社会各界踊跃投身周末志
愿服务，营造“人人参与周末志
愿服务”
的良好氛围。
今后，全区 17 个街道将

开展“周末卫生大扫除”，原
则上每星期开展一次，时间安
排在星期六上午。各街道将结
合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需要和
群众实际需求，合理确定大扫
除所要清理的区域和内容，并
依托街道—社区—网格三级区
域化党建议事平台等途径，积
极鼓励驻区单位、居民群众、
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等力量
广泛参与到“周末卫生大扫
除”活动中。每个机关在职党
支部原则上每月至少参加一次
活动。

东城区开展
“周末卫生大扫除”
活动
倡 议 书
广大居民朋友们：
我们工作生活的东城区，
是首都北京的核心城区，拥有
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便利的
交通，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和
优质的教育卫生等社会公共服
务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携手
共建“花园东城”，通过大力
推进“百街千巷”环境整治提
升工程，一个干净卫生、整洁
美丽、生态宜居、现代文明的
新东城即将呈现在眼前。为持
续深化文明城区常态化建设，
巩固环境整治成果，东城区
委、区政府决定在全区范围内
开展“周末卫生大扫除”活
动。为此，向广大居民朋友发
出如下倡议：
1.从我做起，争当“周末
卫生大扫除”活动的参与者。
欢迎您加入“周末卫生大扫
除”活动的行列，与街坊邻居
一起，主动清理并维护家门口
的环境卫生，养成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积极配合街道和社
区共同把家门口和院内的废旧
物品清理干净，还老街坊们一
个身心舒畅的居住环境。

2.从点滴做起，争当环境
秩序的宣传员。请您和我们一
起，宣传讲文明、守规矩、重
安全的行为规范，使文明礼仪
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从身边
小事做起，做到不乱倒垃圾，
不乱堆放废弃物和施工废料，
不在公共空间内私自安装地桩
地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
身边的人，形成人人自觉维护
环境卫生、主动消除安全隐
患，人人参与文明创建的良好
风气。
3.从现在做起，争当环境
秩序的守护者。请您和我们一
起，自觉抵制不文明行为，对
乱倒垃圾、乱堆乱放、恶意破
坏公共环境、影响公共安全等
不良现象主动说“不”， 发现
问题第一时间劝阻并向有关部
门举报，形成“维护环境光
荣，破坏环境可耻”的风气和
人人监督、人人参与的良好局
面。
4.社会总动员，争当“花
园东城”建设的引领者。各级
党政机关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行
动起来，在环境治理中率先垂
范，为创建文明城区增色添

彩；街道、社区要行动起来，
做好活动的统筹安排和组织落
实；驻区各单位要行动起来，
组织广大干部职工有序参与环
境治理。全区各行各业、各有
关单位要发扬主人翁精神，强
化责任担当，以身作责，引领
形成全民齐参与，社会总动员
的生动局面。
“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
原则上每周开展一次，具体时
间定在星期六上午。如果您愿
意参加这项活动，或者您的工
作、居住地周边存在影响公共
环境和公共安全的问题，请您
主动联系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
社区居委会，我们将及时记录
您的需求，并尽快作出工作安
排。
东城是我家，文明靠大
家，清理环境，人人参与，家
家受益。让我们共同行动起
来，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
美丽！

东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特别关注

4 月 14 日上午，东
四街道第 90 次“周末
卫生大扫除”活动如
约而至。据悉，截至
目前，此项活动共发
动党员干部等志愿者
近 9000 人次参与。

又逢“周末卫生大扫除”

东四：胡同整洁了环境美了
相关报道见第 4 版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健走大赛启动

我区部署全面开展
“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庄蕊） 4 月 15 日，
春风和煦，阳光明媚，区直机关 2018 年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健走大赛启动
仪式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东城”
展览馆前举行。区领导张家明、金晖、
宋铁健，区直机关各单位 400 余名参赛
队员代表参加了活动。
当天，区委书记张家明宣布区直
机关“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健走大赛
开始；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金晖为大
赛致辞；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宋
铁健向参赛队代表授旗；参赛队员代
表宣读了倡议书。区领导带队，沿着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东城”展览
——北大红楼——皇城根遗址公园路
线健步走。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全力建设健
康中国，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
署。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不断增进机关干部的身心健康，区
直机关工委联合区总工会、区体育局、
区卫计委，共同举办了“不忘初心 砥
砺 前 行 ”健 走 大 赛 。 本 次 大 赛 共 有
1823 人参加，既有区四套班子领导，也
有区直机关各单位的广大党员干部。
大赛以追寻党的光辉足迹、坚定理想
信念为主线，创新引入“互联网+健
康”的理念，以线上红色虚拟路线和线
下科学健走相结合的形式，使参赛者
做到天天健步走，每天一万步，引导大
家养成运动健身习惯，强化健康意识。
据悉，比赛历时 81 天，期间参赛
队员将佩戴专用运动处方计步器，通
过计步器记录每天的健走数据，将数
据上传至活动网络主页，通过累计积
分在区直机关各单位之间、各团队之间、队员之间进行评比，同时
开展一系列的参与性活动。此外，为了对比比赛前后的身体状
况，所有参赛队员在赛前和赛后各进行一次健康指标检测，收集
体重、体脂率、肌肉量、腰围、臀围、血压等指标，科学量化此项赛
事给参赛人员带来的健康改善。

国家安全无小事
人人有责齐参与
本报讯 （记者 李冬梅） 4
月 15 日，我区举行 2018 年度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
活动，向居民群众宣传国家安
全知识，现场发放了近千套总
体国家安全观宣传购物袋、扇
子、扑克、折页套等宣传品。
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区
安全分局制作了 2500 套海报，
在我区党政机关、国有企业、
重点地区、街道、社区宣传栏
等处进行张贴。区教委、团区
委组织学校开展了主题班会、
撰写“我与国家安全”一句话
感言等主题教育活动，向中小
学生进行国家安全宣传教育。
与此同时，东城辖区各单
位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
展板、发放宣传折页等形式
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向广
大居民群众介绍了国家安全
及各项专门工作内容，号召
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维护国

家安全工作之中。“现在全国
有 12.15 亿部手机，其中智能
手机占到了 70%。因此，公民
泄露国家机密的可能性和风险
性都大为增加，这就要求我们
要切实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去
约束自己的言行。”区保密局
副局长王贤柱表示，每个公民
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今
天的宣传活动就是帮助大家提
高保密意识。
“通过活动，我们更加了
解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在日
常生活中，也要提高安全意
识，因为我们不经意间在朋友
圈发出的一句话、一张照片就
有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和
平里街道地坛社区居民李梦捷
说，“在生活中如果发现可疑
人员还要及时拨打电话 12339
进行报告。只有保护好我们身
边的安全，才能更好地保障国
家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