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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乐乐）和
企业家面对面，听他讲解自己
创业历程，分享成功经验。近
日，东花市街道实施“非公企
业、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

‘两个覆盖’引领工程”启动仪
式暨企业家上讲台活动在南里
社区举行。

现场发布了“非公企业、社
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两个覆
盖’引领工程”方案细则，其中包
括：建立商协会企业家推动党的
工作覆盖引领机制；建立商协会
联合党委委员推动党的工作覆
盖引领机制；建立社区党委服务
企业推动党的工作覆盖引领机
制；丰富和完善“牵手共建，文化
共享”系列活动引领党的覆盖工
作机制；建立跟踪问效工作机制
共5大机制内容。

据了解，东花市街道目前
已建立党组织的 18 家、10 家社
会 组 织 中 已 建 立 党 组 织 的 10
家。实施的非公企业、社会组
织党的组织和工作“两个覆盖”
引领工程，至少从四个层面推
动党的工作进入非公企业，以
党的工作的引领推动党的组织
的覆盖。

据东花市街道组织人事部
孟子涵介绍，非公企业、社会组
织党的组织和工作“两个覆盖”
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党的组织在
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中的发展，
二是党的工作在非公企业和社
会组织中的覆盖。当前工作的
重点内容是如何将党的组织从
有形向有效覆盖，该工程的启动
和企业家上讲台活动最终目的
也是希望通过党建的引领，推动
企业更好地发展。

会上，东花市街道商会会
长、大前门（北京）文化艺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郝金明给大家分
享了自己在党的领导下，推动
企业发展，积极服务社会的经
验做法。郝金明分享了他的创
业经历，告诫大家，每一个企业
家的发展，都和国家紧密相连，
一定要坚定不移的跟着党走，
以一颗坚定向前的心，推动企
业向前发展。

东花市街道工委副书记张
之泽表示，实施“非公企业、社
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两个
覆盖’引领工程”、企业家上讲
台 活 动 是 践 行 党 的 十 九 大 的
重要举措，是推动党的组织和
工作，在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中，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转
变的大胆创新，接下来街道还
将 会 有 更 多 的 企 业 家 走 进 社
区中去。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6月25日
上午，在第 31 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
际，区教委组织我区优秀中小学生代
表前往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进行参
观学习。

毒品传入我国的历史背景，毒品
的主要种类，对身体和精神的伤害，
国家对于禁止毒品传播所做出的努
力……在禁毒教育基地，讲解员带领
同学们进行了参观，并通过一个个真
实的案例，让同学们深切感受毒品对
身体及精神的摧残，意识抵制毒品的
重要性。

随后，区教委德育科科长王梦娜

向全体同学发出号召，希望同学们回
家以后，能够把参观的所见所学向身
边的同学、家长和朋友们进行宣传，
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增强身边同学
和家长“识毒、明毒、拒毒”的意识，在
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能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懂得吸毒违法、贩毒犯罪的
道理，坚持学法、懂法、守法，做遵纪
守法的模范。

活动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
此次禁毒教育活动让自己深受感触，
要从自身做起，把禁毒观念传递给身
边更多的人，带动大家共同参与到禁
毒活动中来。

据悉，为贯彻落实“健康·成长
2020”工程所作的战略部署，区教委
每年都会按照北京市教委《关于开
展禁毒宣传月活动的通知》的具体
要求，组织开展我区禁毒宣传月系
列教育活动。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
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综合
素质的全面提升，结合“6·1”、《禁毒
法》纪念日、"6·26"国际禁毒日等重
要时间节点，将禁毒教育与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与学生日常行
为规范相结合，与学校法制教育相
结合，与培养青少年树立良好的道
观相结合。

此外，各学校还组织“参观一次
禁毒基地和禁毒展”、看一部禁毒影
片、上一堂禁毒教育课等实践活动，
将毒品预防纳入中小学德育课程和
教育工作计划。同时，针对不同学段
学生的心理、生理和认知特点，各校
结合《北京市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落实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教育。借助区数字德育网开展线上
教育宣传活动，线下指导各学校开展
丰富多彩的活动。通过一系列教育
活动，推动了我区中小学禁毒教育工
作的制度化、常态化、系列化，真正做
到禁毒教育入脑、入心、入行。

国际禁毒日 中小学生走进禁毒教育基地

跟党走
谋发展
东花市组织企业家上讲台

本报讯（记者 李帅 刘旭阳）6
月 26 日上午 8 时，怀揣着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敬畏之心，建国门街道举行了
一场以“古寺开笔立志 新生启智破
蒙”为主题的尊师崇礼的启蒙教育，以

“开笔礼”仪式正式拉开建国门街道第
七届彩虹文化节的帷幕。来自新开路
东总部小学的 60 名学生，100 余名家
长老师参加了本次庄严隆重的活动。

“古之圣贤孔夫子，今日亦世人之
师。其品正德贤皆为吾等所学，故此，
拜孔子。一拜，自强不息；二拜，厚德载
物；三拜，精忠报国；四拜，孝亲尊
师……”8 时 10 分，在北京文博交流馆
内，在司仪的引领下，新开路东总部小
学的一年级学童身着汉服，面向圣人像
行礼。并先后进行了“正衣冠”“拜圣
人、拜恩师、拜长辈”“朱砂启智”“击鼓
鸣志”“启蒙描红”五项仪式。途经智化
门、两通赑屃驮石碑行至智化殿前，在
这里先后进行了“正衣冠”“拜圣人、拜
恩师、拜长辈”“朱砂启智”“击鼓鸣志”

“启蒙描红”5项仪式。“作为学长学姐来
为学弟学妹们加油鼓劲儿，庆祝他们即

将开启学习的旅程，未来我们将一同努
力，不仅是在学业上，更是在方方面面
努力学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新开
路东总部小学四年级陈佳逸说。

现场还对建国门地区文化大使进
行了表彰，表彰了来自辖区内共计 17
名积极参与地区文化建设的“活名
片”，号召呼吁更多地区居民关注、参
与书法、和口技等文化活动。随后，来
自辖区学校学生带来的《梅花三弄》

《赶花会》《阿细欢歌》文艺节目，为“开
笔礼”增添了传统的元素。

“开笔礼仪式，既是孩子们求知路
上的第一课，也是孩子们迈开学习、走
好人生的第一步，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的奠定了基础。 ”建国门街道办事处
主任贾邦介绍，今年的彩虹文化节与往
年有所不同。“我们更注重将文化内涵
以及文化传承，融入到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新成果和疏解整治促提升的各项工
作中去。”据了解，彩虹文化节是建国门
街道提炼地区文化特质、服务群众文化
需求、广泛发动社区居民参与的综合性
群众文化活动，截至目前已开展第七

届。今年，建国门街道以迎接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为主线，以“展东城历史底
蕴 让文化融入生活”为主题，以胡同
环境整治工作、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和
廉政建设为契机，在 6月至 10月，将继
续沿用以往的探宝、抖宝、传宝等活动
形式，致力于深入挖掘地区文化宝藏、
培育地区文化认同、促进文化团队发
展、增加群众文化享受、推动地区文化
传承和文化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彩虹文化节
虽然继续沿用以往的探宝、抖宝、传宝
等活动形式，但街道结合当前地区重
点工作，极大地创新了活动内容。在
探宝活动环节，将开展建国门摄影节，
以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胡同环境
整治”为主题，展现建国门地区的历史
变迁。抖宝活动中，新增胡同里的“北
京大爷”，将居民的日常形象和用时尚
元素装扮后的形象进行对比，在拍摄
中通过利用地区古建、胡同等标志性
元素，形成“古韵”与“时尚”的强烈感
官对比，让居民成为地区的最美代言
人，展现建国门的文化韵味。

古寺开笔立志 为第七届彩虹文化节作序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近日，随着
工人体育馆北门外一片烟雾腾起，东
直门地区第二届辖区单位消防技能大
练兵活动火热开场。来自百富怡大酒
店、万国城商业中心等辖区各企业工
会、社区联合工会的 13 支代表队展开
了角逐。

此次活动按照注重实操技能的
原则，根据保安员岗位特点设置了水

带连接及灭火折返跑、打绳结和体能
接力赛三个比赛项目。在水带连接
及灭火接力跑项目中，只见三名队员
合力将两卷水带和水枪头打开、拉
直、连接，同时由其中一名队员手持
灭火器到指定地点进行喷射灭火，选
手们虽然因为紧张显得有些忙乱，但
都准确无误的完成了规定项目。经
过激烈的比拼，最终保利大厦代表队

获得第一名。
“岗位练兵活动进一步加强了辖

区单位职工消防人才队伍的建设，提
高了职工消防意识和处置消防突发
事件的能力。”东直门街道总工会负
责人介绍说：下一步我们还将走进社
区，为小微企业提供相关的消防培
训，力争将安全生产普及到每一个辖
区企业。

东直门街道保安员岗位大练兵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近
日，36 家永外街道驻街单位党组
织代表首次聚在一起，在“双报
到双服务”工作推进会暨区域化
党建工作会议上共商永外地区
区域化党建共建工作。

永外街道工委组织人事部部长
韩延清现场发布了永外街道区域化
党建资源清单、项目清单、需求清
单。他表示，通过这次对接，大家
可以更好的了解，为今后共享资源
打牢基础，开展更多更好的活动。

“今后，永外街道及二十个
社区的阅览室、篮球馆、共享会
议室等设施可为辖区单位、职工
提供文体娱乐、学习座谈、开会
活动的场所。驻区单位则可根
据需求清单参与社区的周末卫
生大扫除和志愿服务。”永外街
道工委副书记崔位阳表示，三份
清单的发布以及共建协议的签
署，有助于推动永外街道区域化
党建工作真正从“务虚”转向“务
实”，最大程度地对接和满足各
基层党组织不同层次和内容的
需求，促进区域内各基层党组织
由“单兵作战”向“协同合作”转
变，保障永外地区区域化党建工
作的有序推进和高效运转。

基层党组织改
“单兵作战”
为“协同合作”

本报讯（记者 史昕玥）近
日，安定门红色大讲堂活动召
开。借助“红色讲坛·理论家走
基层”系列理论宣讲活动，邀请
到北京市纪委原常委刘经宇现
场讲解“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加强全面从严治党”。上百名机
关干部及辖区居民现场学习，领
会了全面从严治党深刻内涵。

现场，刘经宇老师对反腐败
工作作了深入阐释，围绕反腐形
势、策略、惩处依据与方式等社会
关注点，讲述坚决遏制腐败增量
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
新常态。他强调，反腐败核心是
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将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严治党就
要从严治官、从严治权。他还对
党员领导干部开展监督的途径、
干部选拔任用的五个关口等问题
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分析“管人、
管钱、管事”三大具体业务处置权
在行使过程中存在监管的困难等
问题，阐释了目前反腐败形势依
然严峻的原因，阐明了进一步加
强党的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
要性，以及加强教育、管理、警示
和必要惩处的重要性。

据了解，安定门邀请理论家
走基层的目的在于为党员领导
干部再次敲响警钟，希望全体党
员干部能提高认识，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做政治上
的“明白人”。

安定门红色
大讲堂说廉政

微信版“仙人跳”
嫌疑人终被逮捕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通
过支付宝转账给对方 5000元后，
对方说不够，还以拘留我为由，
让再转 10000 元，我只能从网上
借 10000 元转给对方。随后，他
又 以 殴 打 为 威 胁 让 我 再 次 转
5000 元，前后共被敲诈勒索了 2
万元。”提起自己当初的“寻花问
柳”，受害人小光后悔不已。近
日，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受理了多
起以“仙人跳”方式敲诈勒索被
害人钱财的案件。经审查，已批
准逮捕多名涉案犯罪嫌疑人。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卖淫女
每天都会接多单卖淫服务，且犯
罪团伙每次都会对嫖客进行敲
诈勒索。“被敲诈勒索的嫖客一
般都是年轻人，单纯出于害怕心
理而支付钱财；亦或是有家庭者
为了维护家庭，而选择用钱了
事；还有一些人为了避免行政处
罚而保住工作宁愿认栽。”甄静
检察官提醒广大市民，不要认为
嫖娼事小而缺乏警惕，应增强辨
别力及自控力，拒绝色诱，远离
违法。

记者 闫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