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6日晚19时许，东城消防支队联合天坛公园启动文物古建应急救援综合演练，90名消防指战员在16部消防车、5
支水枪、4支水炮和两个灭火机器人的密切配合下，将包围祈年殿的“大火”扑灭。

记者 刘立军 摄影报道 相关报道见2版

本报讯（通讯员 韩玉川）9 月 9
日，我区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区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组长夏林茂在作动员讲话时强
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市委部署要求，切实增
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准确把握目标要
求，认真学习借鉴第一批主题教育积
累的经验，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好主题
教育，以实际行动践初心、担使命，以
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第一巡回指导组组长方来英出席会
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松
元，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宋铁健，
市委第一巡回指导组副组长王万里

等出席会议。
夏林茂指出，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部署。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开展
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严格按照中央
和市委的部署要求，牢牢把握“八个明
确”“十四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切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要紧盯硬性要求和最新
精神指示，落实好规定动作；紧盯“地
域”和“时间节点”特点，设计好自选动
作，把做好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服务
保障工作作为最实际、最生动的“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载体，展现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
追求和精神风范。

夏林茂强调，要按照首善一流标
准，结合东城实际、突出我区特色，坚
持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把握总要
求，聚焦根本任务，紧扣具体目标，抓
好领导带头，扎扎实实开展好主题教
育，努力走在全市前列。

要切实加强理论学习。要原原

本本学、及时跟进学、结合实际学、带
着问题学，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
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在“传承红色基
因”革命传统教育、“走好新时代赶考
路”形势政策教育、“身边的榜样”先
进典型教育、“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警示教育等专题教育中，锤炼
党性、磨练心性。

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大
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务实作风，沉下身子、放下架子，
多开展“四不两直”“一线会诊式”调
研，轻车简从、直奔现场，确保做到

“五到五访”，真正听真话、察实情、找
问题、学经验、解难题。

要检视问题短板。以“刀刃向
内”的自我革命精神，认真对照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
照初心使命，按照“四个对照”“四个
找一找”的要求，把思想、工作、自身
摆进去，切实把“病灶”找实、把根源
找深，拉出问题清单，明确努力方向
和具体整改措施。

要狠抓整改落实。要把“改”字
贯穿始终，落实好“8+1+N”专项整
治，主动去碰“老大难”、啃“硬骨头”，
即知即改、真抓真改、快改严改，逐一
列出整改清单，突出务实原则、注重
上下联动，把“接诉即办”作为检验整
改成效的重要抓手，全面完成中央和
市委部署的各项专项整治任务。

夏林茂强调，要加强对主题教育
的组织领导，针对第二批主题教育的
部署和要求，要紧密联系实际，根据不
同领域的特点，找准需要解决的突出
问题，精心设计活动载体，增强主题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实践中展示
东城党员干部的“战斗力”“凝聚力”，
以优异的成绩检验主题教育的成效。

方来英对我区主题教育前期准
备工作表示充分肯定。他代表巡回
指导组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严格落
实中央和市委关于主题教育的要求，
把根本任务、总要求、具体目标落实
到主题教育的全过程、各方面。二是
要切实组织开展好主题教育，要突出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做到四个贯

穿始终，做好结合文章，力戒形式主
义。三是要扎实做好巡回指导工作，
要严格依靠党委开展工作，认真履行
指导组工作职责，以严明的纪律做好
督促指导工作，确保把主题教育各项
要求落到实处。

会议采用视频会议形式，在区委
设置主会场，在各街道设置分会场。
在东城区工作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
和市纪委委员，区委委员、候补委员，
区纪委常委；现职局级领导干部；正
局级老同志和近 3 年退出领导岗位
的副局级老同志；全区正处职干部；
区级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
无党派代表人士；部分区“两代表一
委员”、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干部群众
代表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在各街道
分会场参加会议的有街道处级领导
班子成员、社区党组织书记和机关、
社区、“两新”组织党支部书记。

为引导党员干部加强理论学习，
做到强读强记、常学常新，会后，还在
参会范围内开展了理论学习应知应
会知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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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召开；夏林茂部署，方来英讲话；深入扎实推进主题教育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9月9日，
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召开全体会
议。区委书记夏林茂强调，要积极探
索符合首都特色和东城实际的区域
化党建工作模式，构建共治、共建、
共享格局。区领导吴松元、宋铁健参
加会议。

会议对 2018 年党建工作协调委
员会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
2019 年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
发布了《东城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
办公室专项工作协调会议事规则（试
行）》；宣读了《东城区党建工作协调
委员会成员名单》。交道口街道福祥
社区党委、东直门街道党工委、北京
协和医院分别作交流发言。

夏林茂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刻认
识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
步明确目标任务。作为首都功能核

心区，东城的发展离不开驻区单位与
辖区内居民的共同努力，发展成果也
必将由驻区单位及全体居民所共享，
驻区单位是建设的参与者也是成果
的分享者，是东城区建设发展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希望社会各界与区
委区政府一道借助这种方式形成合
力，积极推动小区物业管理、基层治
理创新和垃圾分类等重点工作，构建
共治、共建、共享格局。

他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积极
推动工作落地。要进一步坚持需求
导向，对区域内各类资源进行摸底，
建立资源台账，再通过多种形式征求
收集居民群众和驻区单位服务的需
求，通过统筹安排将需求与资源进行
对接，相互提供服务，实现优势互补、
相互服务、互促双赢。要摸索总结经
验，加大统筹协调能力，重点围绕落

实深化“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实
施意见要求，做好“四个双向”“三个
清单”机制，指导街道、社区利用区域
化党建切实解决基层治理难题。

夏林茂最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
导，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一是要充
分发挥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办公室
的职能作用；二是要立足于现有工作
制度，通过实践不断健全完善党建协
调委员会工作机制，摸索创新党建工
作协调委员会组织工作的方式方法，
促进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工作深入
开展；三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构建
主体明晰、有效协同、层层传导、落
实有力的工作机制，探索符合首都特
色和东城实际的区域化党建工作模
式，强化区域化党建工作在全区基层
社会服务管理创新，以及区域经济发
展中的引领和保障功能。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9 月 9
日，位于南二环外侧，总面积 1.9 公
顷的燕墩公园正式开园。这处居民
家门口的大尺度公园，以“城市森
林+”为建设理念，挖掘“燕墩”文物
特点，为居民打造一处休闲功能与
文化特色兼顾的绿色生态空间。

乡土树种超过七成

当天上午，记者走进燕墩公园
发现，该公园和我区其他两处城市
森林公园有相同之处，高大的乔木
和品种多样的灌木为公园披上了

“绿装”。
据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褚玉红

介绍，该公园在植物配置上，全园乡
土树种占70%左右，地被植物覆盖面
积达 78%。此外，还种植了银红槭、
鸡爪槭等新优品种植物和山桃、石
榴、丁香等浆果类、蜜源类植物品
种，为公园增加丰富配色的同时，也
增添了公园绿地的趣味性。

经统计，全园共栽植乔木 30 余
种，约 1000 余株；灌木 10 余种，约
200余株，地被植物43种，面积约1.5
万平方米。

公园建设注重休闲功能

记者发现，燕墩公园与其他城
市森林公园不同的是，公园内有一
条全长约 1.2 公里的林下蜿蜒漫步
道和全长约800米的直线漫步道，步
道的两侧分布着儿童活动场地、健
身场地等多处活动空间。

褚玉红介绍，该公园以城市森
林为建设原则，考虑周边百姓需求，
注重休闲功能建设。园内充分利用
公园狭长地块的优势，将公园甬路

与西侧绿地贯通，形成了林下蜿蜒
漫步道，同时，还利用铁路防护路，
设置了与西侧绿地连接的直线漫步
道。多种活动空间的建设，基本满
足了附近居民日常户外活动的需
求，弥补了京津城际铁路南侧优质
户外活动空间不足的欠缺。

此外，园内还选用透水铺装材
料铺装近 2000 平方米，在园路两侧
设置植被浅沟，共约 670 平方米，可
以帮助雨水快速下渗，最大限度实
现园内雨水回灌地下水源。

发挥地理优势打造文化公园

记者还注意到，步道两旁的路边
还立着几块指示牌，指示牌上不光标
明了园内活动空间的方向和距离，还
印着“燕”字小篆和“燕墩”的剪影。
在休憩广场上，还有一块雕刻着“燕
墩”文物建筑特点和历史沿革的牌示
雕塑，吸引了不少居民阅读。

公园东侧紧邻“燕墩”文化遗
址，是北京传统中轴线之南延长线
的标志性文物。据传燕墩始建于元
代，其上刊刻御制碑，碑文赞美了北
京险要的地理形势、国泰民安的情
景，堪称北京的史记篇。随着城市
发展，这座文物鲜被提及。

褚玉红介绍，该公园建设时挖
掘“燕墩”文物特点，通过一系列文
化景观建设，使人们在公园漫步休
闲的同时，了解北京“燕墩”文物遗
址的历史文化。

建成后的燕墩公园与西侧一期
绿地连接，形成总面积约 3.9 万平方
米的城市休闲公园。公园辐射西革
新里社区、管村社区等周边 12 个社
区，为近4万居民提供了休憩、娱乐、
健身的舒适空间。

夏林茂在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

汇聚区域化党建合力
构建共治共建共享格局

燕墩公园开园
南二环边添新绿

紧邻南中轴“燕墩”文化遗址，总面积1.9公顷，
惠及12个社区4万居民

天坛演练古建应急救援

吴松元宋铁健王万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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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刚刚开放的燕墩公园玩耍。 记者 王慧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