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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为契机，将生态环境普法与执法有机融合，以学深学透推动用好用足

东城筑牢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屏障
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 东城在行动

提供“一对一”就业服务；开展“局科长百日寻岗”

东城“一企一策”精准对接稳就业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一对

一 ”就 业 服 务 、“ 局 科 长 百 日 寻
岗”……近期，东城区就业服务专员
为辖区大学生提供专属就业服务，
工作人员通过“一企一策”为辖区企
业解决用工需求，并利用多种线上
平台开展招聘活动，助力毕业生就
业，帮助企业缓解用工难题。

“一对一”助力毕业生就业

“您好，我是东城区的就业服务
专员，在就业上如果有什么困难可
以和我们联系。”东城区公服中心收
到 821 名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信息
后，随即依托“三员”就业服务队伍
——包括由区级人力社保部门相关
科室负责人和区级各行业主管部门
科室负责人组成的就业服务指导
员，各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人员和各
街道所辖社区服务中心人员组成的
就业服务专员，通过电话联系、入户
走访等方式，三天完成 821 名离校
未就业毕业生全部摸排，并为每一
名毕业生建立档案，包括基本学历
信息、就业去向、是否需要求职推荐
等信息。

“因为考虑到毕业生们需要一
点就业缓冲时间，在完成第一轮
摸排后，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摸
排，再次了解学生的具体就业情
况，如果需要帮助，我们的就业服
务专员会‘一对一’提供各项就业
服务并跟踪就业情况。”东城区人
力社保局人才服务科董泉介绍。
截至目前，东城区户籍 2022 届高校
毕业生 3712 人，就业率为 90.76%。

与此同时，东城区还自主开发
编制 40 期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课
程，拍摄介绍档案接转流程及申请
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政策的大学生
档案服务短视频，将涉及毕业生人
事档案托管、就业政策咨询、就业失
业登记等事项“打包”办理，为毕业
生提供在线的就业指导和岗位推荐
服务。

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

东城区深入开展“局科长百日
寻 岗 ”工 作 ，依 托 走 访 企 业 的 机
会，对接单位招聘需求，努力挖掘
空岗信息，近 30 家企业表示近期有
招聘计划。公服中心对 41家单位进

行跟踪服务，其中 7家单位急聘工作
人员，已组织 4次线上招聘会为企业
服务。

“北京萃华楼餐饮管理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急需招聘人事专员等 9
个工种 46 人，北京新侨饭店有限公
司招聘 3个工种 10人。”接收到企业
招聘意向后，公服中心立即安排专
人跟踪服务，随即安排这两家企业
参加线上招聘会，共计 765 人浏览
查阅。

在企业走访寻岗过程中，针对
每家企业的缺工类型、就业岗位等
信息，公服中心为企业制定专属招
聘计划，提供“一企一策”服务，同时
也为企业提供了职业介绍、职业指
导和政策咨询服务。“我们将巡岗收
集上来的岗位需求进行整合，并与
大学生的就业意向进行匹配，如果
有合适的岗位会为毕业生推荐。”公
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与此同时，
随着走访工作的深入，公服中心依
托市人力社保局“百姓就业”和“东
城人社”等微信公众平台，联合北京
时间栏目，随时为有招聘需求的企
业提供线上招聘会、直播带岗等招
聘服务。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连日来，东城区开展形式多样食品安全科普宣教活动，着力解决好老百姓关心的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全力守护百姓“舌尖

上的安全”。图为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食品安全知识。 记者 刘旭阳 通讯员 何筱强 摄影报道

“一代瓦石宗师”传承技艺
“工匠营”迎来精彩“大师课”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近日，古
建专家刘大可走进京诚集团“工匠
营”工匠沙龙，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

“大师课”。40余名职工现场聆听大
师授课及瓦作技术工艺指导，授课
还进行了线上直播。

刘大可的身份有很多，既是古
建瓦石专业辟为独立分支学科的创
始人和奠基人，又是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古建泰斗罗哲文更曾评价
他为“一代瓦石宗师”。从业50多年
来，他参与了大量的古建筑施工质
量监督工作，如修缮天坛祈年殿、故
宫太和门等众多国家重点古建，使
得这些古建筑的原貌得以复苏和延
续。同时，他发明的“仿古面砖”“连
体琉璃瓦”等获得国家专利的古建
构件，被广泛用于我国仿古建筑、园
林建筑。

课上，刘大可通过分享自己的
亲身经历，鼓励年轻人在工作中要
树立明确目标，坚持不懈，勤奋钻
研，“热爱、踏实、专注、钻研是提高
技艺、锤炼匠心的关键。”

在刘大可眼里，退休的老工匠
是真正的传承者，要发挥他们的长
处，特别是曾经参与基层实践的人
员；行业内的建造技术是实用科学，
负责一线工人与管理层人员之间上
传下达工作的人，都是对业务最熟
悉的，应参与教学；特别是瓦工技
术，应通过师带徒在实际项目工程
中得以传承。

“古建砖瓦在现代建筑中如何
发挥作用？”“仿古面砖、连体琉璃瓦
古建构件可否适用于仿古修缮中，
应用的范围有多广？”现场，大家倍

加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专注聆听，
认真思考，虚心求教。刘大可也详
细解答了实际修缮过程中可能遇到
的技法问题、难点。

在刘大可看来，每一代人有每一
代人的担当与创造。过去的瓦石匠
人，也会在原有技法的基础上创新，
这些创新使得工作得到优化。继承
要完整继承，也需要创新发展，古建
筑营造技法本身完整保留在那里，得
原汁原味；但是作为一种技术，也是应
该创新和发展的。“当我们把创新和发
展留给后人之后，对后人而言这些也
成为了遗产的一部分。”刘大可说。

“古建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工艺，
在大修的实际过程中经常受限于资
金、工期等问题，做到精益求精的确
不容易。”课后，京诚集团东旭佳业
物业公司副经理鲍晓龙颇有感慨地
说，在今后的民居修缮或者涉及文
物的修缮过程中，将尽力把这些历
史留下的信息完好地呈现给大家，
发扬工匠精神，传承中国古建技艺，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发现中国古建筑
文化的美。

近年来，东城区在南锣鼓巷四条
胡同修缮整治提升，钟鼓楼周边、故
宫周边修缮，同兴和木器店旧址修缮
等诸多项目中，力求将设计方案根据
历史地形图、传统风貌、街巷肌理和
院落格局等，结合现状房屋质量、周
边房屋情况、后期利用等因素综合确
定；对院落环境、绿化、景观、市政、管
线、设施设备等同步规划设计与修缮
施工，坚持“一院一方案、一户一设
计”，以谨慎手法进行房屋修缮，尽可
能采用传统工艺做法。

北京市东城区拟选拔任用处级干部
任前公示通告

（2022年第10号）

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
进一步扩大民主，广泛听取群
众意见，把干部选好、选准，根
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北京市区局级单位处
级 领 导 干 部 选 拔 任 用 工 作 流
程》等规定，现对以下拟任人选
进行公示：

寇明珠，女，汉族，1980年1月
生，中共党员，大学。现任中共北
京市东城区委老干部局政治待遇
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任中共
北京市东城区委老干部局副局长

（试用期一年）。
颜峰，男，汉族，1980 年 8 月

生，中共党员，市委党校研究生。
现任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办公
室正科职、四级调研员，拟任北京
市东城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公示时间：2022 年 9 月 22 日
至9月28日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
均可通过来电、来信、来访等方式
向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组织部反
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
方面存在的有关问题。

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
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
姓名、联系方式或工作单位。我
们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
密义务。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钱
粮胡同3号，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
组织部212房间（邮编100010）

公示电话：64072677
接待地点：中共北京市东城

区委组织部212房间
来电来访接待时间：
9:00—12:00 14:00—18:00

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组织部
2022年9月21日

本报讯（通讯员 丁笑微）近年
来，东城区以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
示范区为契机，从尊法、学法、讲法、
执法、考法、宣法六方面着手，推进生
态环境普法与依法治污有机融合，筑
牢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屏障。

尊法
建章立制强化法治意识

制定东城区生态环境领域“八五”
普法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服
务大局为主线，以人民群众所思所盼
所愿为着力点，坚持“普治并举”“以普
促治”，不断提升依法治污和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水平，并逐项细化任务措施，
做到目标明、举措准、责任硬。

充分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制
定印发《北京市东城区生态环境局
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
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工作方案（试
行）》，并将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情
况作为述职报告重要组成部分，纳
入年终考核，有效推动领导干部承
担起法治建设领导者、执行者、推动

者角色。

学法
领导带头开展常态学法

坚持“带头学”。党组会、局长办
公会组织会前学法，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及《行政处罚法》《国
家安全法》《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
例》等法律法规，局主要领导先学一
步，学深一点，以“头雁效应”带动全
局崇法学法守法。

坚持“全员学”。将《习近平法治
思想学习纲要》作为学法重要内容，
全局干部职工人手一本自主学习，微
信群推送学习强国APP、共产党员网
等有关理论文章，加深对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理解。同时，围绕宪法、民法
典、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等，开展
分享交流、名师宣讲、主题培训等活
动，做到学法有重点、人员全覆盖、形
式多样化，推进领导干部学法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和长效化。

坚持“全面学”。举办东城区生
态文明建设专题培训班，区委生态文

明委成员单位和各街道主要负责同
志参训。在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公
务员初任培训班等班次中开设生态
文明建设相关课程，覆盖土壤污染防
治法、排污许可条例等热点内容。

讲法
问题导向破解执法难题

生态环境监测执法是基层的工作
重点。东城区生态环境局在深入调研
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工作实
际，针对执法过程中难点和堵点，组织
干部讲法、以案释法。紧跟新政策、新
规定，规范行政强制措施、三方检测程
序，邀请知名律师讲解民法典中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等有关内容。

结合执法人员时间碎片化的特
点，创新讲法形式。制作系列微视
频，详细讲解文书制作规范、法制审
核、执行程序等内容，分析案卷制作
中容易忽视的问题。针对重实体轻
程序、送达难执行难等“老大难”问
题，录制专题片，进一步维护行政决
定的严肃性和时效性。

执法
润物无声寓普法于执法

坚持执法与普法并重，在行政执

法过程中，结合案情对当事人采取主
动告知、答疑解惑、释法说理的方式，
将行政执法相关的法律依据、救济途
径等告知行政相对人，遵循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将人性化执法
融进日常工作中。

2021 年实施的《行政处罚法》新
增柔性执法制度，《北京市生态环境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首次建立不予处
罚清单。东城区生态环境局针对“首
违不罚”“从旧兼从轻”等新规定，系
统梳理不同情况下的执法流程，规范
文书格式，形成不予处罚清单制度操
作手册。

2022年 3月，执法人员发现两台
未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当场对机
械主进行教育督改、下达责令改正决
定书，在其及时完成整改后，依法作
出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这是东城区
生态环境局第一例不予处罚案例。

考法
以考促学掀起学法热潮

组织执法人员、法治工作人员以
及新入职、新提拔干部参加东城区公务
员考法活动。将备考作为再学习的宝
贵机会，推动全局干部进一步深入学习

“一规划两纲要”、公务员法、行政许可
法和行政处罚法等重要法律法规。

抽调精干力量参加北京市生态
环境系统法治岗位建功比赛，在2021
年北京市第一届“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岗位建功竞赛活动中，获得团体
第二和个人二等奖、三等奖的佳绩。

宣法
线上线下推出云端品牌

在东城区生态环境局官方微信
公众号“美丽环保东城”开设“环境法
治微课堂”微视频专栏，属全市生态
环境系统首创。视频围绕环境与法
治热点话题，紧密结合行政管理和执
法实务，由局内干部自编、自导、自
讲、自制，通过典型案例宣传生态环
境法律法规。

在国家宪法日、六五环境日、全
国低碳日等宣传日和活动周等重要
时间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环
境宣教活动。举办“生态环境大讲
堂”，送环境法律知识进社区、进学
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军营。

“法者，治之端也。”东城区生态
环境普法工作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构建大学习大培训大普法工作格局，
切实将普法融入生态环境法治实践
全过程，为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
范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