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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奇到东城区调研指导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强调

把国庆活动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强大动力
更好践行初心使命 高质量推进首都各项工作

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区委书记夏林茂主持会议并强调

以高度政治自觉
推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本报讯（记者 李滢）10 月 8 日，
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
神，传达学习蔡奇同志到我区调研的
有关情况及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区委书记夏林茂主持会议。区四套班
子，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参加。

夏林茂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落实
蔡书记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昂扬的精神状
态、扎实做好核心区各方面工作。

夏林茂要求，一是切实履行好
“四个服务”职责。认真总结服务保
障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大力弘扬
在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敢于担当、攻坚
克难的优良作风，并开好全区的总结
表彰大会，切实将庆祝活动的成果转
化为推动核心区改革发展的新优势，
继续履行好“四个服务”职责，确保我
区的安全稳定。

二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以“接诉即办”为抓手，坚持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眼睛向下看、身子
往下沉，通过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听
取群众“真声音”、“实问题”，用解决
率与满意率来检验各级党员干部的
作风与担当。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
问题，变被动治理为主动治理，用好
区级领导包街道、包分管部门等机制
和措施，积极开展“周末卫生大扫除”
挑战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

三是统筹兼顾抓好重点工作。
把开展主题教育同贯彻党中央各项
决策部署、履行核心区职责、完成改
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结合起来，做到
两手抓两促进，防止“两张皮”。抓好
全年目标的落实，特别是落实新版

“总规”、深化“精致东城”建设、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崇文争先”要
求等方面，确保各个领域都能实现预
定目标。抓紧谋划明年工作，在继续

抓好“三件大事”、打好三大攻坚战、
紧扣“七有”、“五性”改善民生、坚持
创新发展、减量发展这几个方面持久
发力，同时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相
关工作。

四是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推动主
题教育深入开展。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主题教
育的重要内容，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悟。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
建设的永恒课题，以首善标准落实中
央要求和市委部署，统筹推进学习教
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等
四项重点措施，做到“四个到位”，实
现“五个目标”。以“刀刃向内”的自
我革命精神抓好整改，聚焦“8+1+N”
专项整治，逐一列出整改清单，确保
全面完成各项专项整治任务。坚持
正风肃纪，坚决反对“四风”，确保全
区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一流的作风，
为党中央站好岗、放好哨。

本报讯 昨天是国庆节后上班
第一天。市委书记蔡奇来到东城区
前门街道网格分中心、德必国际文创
中心和体育馆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调研指导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与基层党员干部座
谈。他还以“四不两直”方式来到龙
潭街道光明社区检查。蔡奇强调，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是最生
动、最实际的主题教育。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国庆重要讲话精
神，把国庆活动中迸发的爱党爱国热
情、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强

大动力，更好践行初心使命，高质量
推进首都各项工作。

北京大街小巷仍沉浸在国庆的
喜悦之中。家家户户门前的国旗，将
前门街道北桥湾胡同映衬得红红火
火。蔡奇察看街道接诉即办平台，随
机了解群众不满意办件情况，与街区
干部一起分析原因。他说，要办好政
务窗口，加强居民日常服务和物业管
理，发挥社区居民自治作用。胡同
里，一位垃圾分类员骑着电动车迎面
而来。蔡奇向他询问垃圾收集时间
及分类情况，叮嘱他天气转凉，注意
保暖。在德必国际文创中心，蔡奇详
细了解园区发展情况，指出，“崇文”
就是生产力，东城区要发挥优势，发
展好文创产业；要加强非公企业党建
工作，不断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
力和凝聚力。

蔡奇随机检查龙潭街道光明社
区，走进服务站，与社区工作者围拢
在一起，谈工作、问困难。得知国庆
期间，大家都在岗值守，还有社工参
加群众游行和联欢活动后，蔡奇说，
你们节日在一线值守，换来的是群众
过好节。广大社区工作者、环卫工
人、公安干警等默默无闻为国庆活动
和城市运行作出了贡献。希望大家
进一步立足本职，继续做好工作。蔡
奇一路走一路看，还检查了社区政务
服务中心、警务站、社区卫生服务、垃
圾分类收集等工作。

随后，蔡奇在体育馆路街道座
谈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国庆重要
讲话非常重要，向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发出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号召，进一

步坚定了亿万中华儿女跟党走的决
心和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满满信心。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认真总结和运用好国庆活动的
成功经验，把广大干部群众迸发出
来的浓浓爱党爱国情怀转化为向上
奋斗的实际行动，更加奋发有为地
推动首都新发展。

蔡奇要求，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
要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的总要求，坚持“四个贯穿始
终”，做到“四个到位”，实现“五个目
标”，务求取得实效。处级以上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是主题教育的重点，
要统筹推进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抓好"8+2"专项整
治，做到知行合一。组织好以党支部
为单位的主题教育。各级领导干部

要发挥头雁效应。市委巡回指导组
要加强指导。东城区要在主题教育
中走在前列。

蔡奇指出，要将接诉即办作为第
二批主题教育的一项专项工作，与

“疏整促”专项行动和主动治理相结
合，办好群众身边的事，以此检验各
级党员干部的作风与担当，检验主题
教育的成效。

蔡奇指出，现在已经进入第四季
度，要进一步鼓足干劲，确保实现年
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同时，要紧
紧围绕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
历史节点，谋划好明年工作。

市领导魏小东、崔述强一同调
研。市委第一巡回指导组组长方来
英、副组长王万里，市相关部门负责
同志，区领导夏林茂参加。

徐飞鹏 武红利

东城干部群众盛赞
国庆70周年庆典
纷纷表达爱国情怀，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 庄蕊 王
慧雯 刘旭阳）10 月 1 日，我区广大干
部群众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广播前，
等候收看收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直播。

“十一”当天，东花市街道辖区部
分居民受邀在天安门广场观礼，绝大
部分居民在家或在路上观看大会及
阅兵仪式。无论身处何地，所有人都
在为阅兵欢呼喝彩。街道干部马璐
曼说：“我是60年大庆时参加工作的，
如今已 10 年了，看到这 10 年的变化，
心里感到特别骄傲。”

89 岁的抗美援朝战斗英雄顾贤
玲颤颤巍巍地向电视里阅兵的场景
敬礼，老人激动地说：“我的战友们要
是能看见得有多好啊！祖国富强了，
谁来都不怕了！”

很多外地游客拎着旅行箱在东
便门桥下等着看飞机。大家都激动
地呐喊，用手机不停拍照、录视频，
第一时间把这一刻分享给家里的亲
朋好友。

区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朱家
求说：“我认真深入地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通过
学习，我发自内心地为祖国祝福，为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步入的盛
世华年倍感自豪，更加坚定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将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
昌盛的信心。”

东直门街道办事处党群工作办
公室陈雯说：“我的朋友圈被对祖国
的祝愿刷屏，微博里大家都在发升旗
动图，身边处处响起《我和我的祖国》
的歌声，电视直播里阅兵方阵的步伐
整齐划一、气势磅礴，各式武器装备
精良、浩浩荡荡。我由衷地为我的祖
国感到骄傲、自豪。愿祖国繁荣昌
盛，大国崛起，盛世中华！”

10 月 1 日上午，非遗景泰蓝制作
技艺传承人钟连盛在国庆庆典现场参
加了观礼，感到现场的画面十分震
撼。“回想在 2015 年‘9·3 阅兵’时，我
也在现场观礼，今年的感受更深了，也
更加激动。此次国庆游园活动，我们
特意带来了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和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创作设计的景泰
蓝作品《中国牛》，以此致敬牛起来的
新时代，为祖国献礼。”

东城区邀请 5 个扶贫协作和支

援合作受援地区的 21 名干部群众来
京观礼，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乡村
教师韩伟在现场观看了祖国母亲 70
华诞的庆典后说：“看到祖国发展之
快，武器发展之强，我为祖国的强大
感到自豪。我们 郧 阳 区 和 东 城 区
因水结缘，因水而亲，自 2014 年对
口协作以来，东城区给予了我们经
济、产业等方面的扶贫和帮助，让
地区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
幸福。”

建国门街道公共文明引导员王
春秀作为一名建国门街道的社区治
安志愿者，参加了国庆活动服务保障
工作。她说：“虽然我不能在家看电
视直播，但我看到的是真人真景。为
国庆，我尽了自己应该尽的绵薄之
力，我感到非常自豪和光荣。习主席
检阅受阅部队到达我们区域时，虽然
我看不到受阅部队的雄姿，但当他们
喊出‘为人民服务’时，我为之一振，
不由得攥紧右拳，脱口而出：‘为人
民服务！’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以
他们为榜样，继续做好公共文明引
导工作，积极向上，充分发挥自己的
余热。”

“中国人家”主题
摄影展亮相王府井

展览将持续至本月22日，近300幅作品再现
家国变迁

本报讯（记者 李滢）10 月 8
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协
会、东城区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摄影展

“中国人家”在王府井亮相，通过
大量跨越共和国70年时光的影像
珍品，展示新中国蓬勃发展、欣欣
向荣的崭新面貌，展现中国人民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
史巨变。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李屹，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杜飞进，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
主席李前光、陈建文，党组成员董
耀鹏和中国文联各部门、各直属
单位、各全国文艺家协会负责人，
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驻会
副主席、分党组书记郑更生和在
京副主席、顾问、分党组成员，区
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宋铁健等
领导出席影展开幕式。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分
为“国”“家”两个单元集中展示。

“国”单元重点呈现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建设成就和发展变化，包
括国庆阅兵、航天航空、交通、能

源、科技、文化体育、互联网、乡村
振兴、城市发展、环境生态、“一带
一路”、军事国防等主题；“家”单
元则以多个中国家庭为棱镜，以
小见大地折射时代变迁，既有对
国家对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科
学家的家庭照片、造诣深厚妇孺
皆知的艺术家的日常起居画面、
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同龄人面
貌定格，更有不同历史背景下以
家庭为单位的中国人生活情形的
写照。

展览历时半年筹备，集纳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近 300 幅历史照
片和摄影作品。展览共有七大亮
点，除集中展示历年国庆阅兵的
精彩瞬间、聚焦共和国同龄人之
外，还对70年来科技创新成果、文
化体育精英、新中国方方面面的
成就进行了展示，展览中的全家
福让人心生温暖，家庭影像也是
特别动人心弦的环节。

据悉，此次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摄影展“中国人
家”将在王府井大街持续展出至
10月22日。

摄影展的主人公作为“特邀嘉宾”来到现场。 记者 李滢 摄

主 题 教 育 进 行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