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 DONGCHENG WEEKLY

2019年2月12日 星期二
本期4版
总第813期
www.xdcb.net

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主办 东城区新闻报道中心出版 准印证号：京内资准字0707-L0117

本报讯 昨天是春节假期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市委书记蔡奇来到核心
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来京视察慰问时的重要指示
精神，着力抓好老城保护提升工作，让
老胡同的居民过上现代生活。市委副
书记、市长陈吉宁一同调研。

蔡奇首先以“四不两直”的方式
来到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福祥胡同，随
机走进院落察看，与居民攀谈，指出，
老城保护提升任重道远，要保护历史
文化底蕴，改善人居环境，消除胡同
里的安全隐患。雨儿胡同 30 号院正
在以“共生院”的理念进行整治修缮，
雨污管线铺设、飞线入地等工作已基
本完成，在保留风貌的同时提升了居
民生活品质。蔡奇与区街干部、设计
师现场讨论改造方案，叮嘱，院落改
造要解决居民关心的厨卫问题，让市

政设施进院。10 号院腾退空房正结
合居民需求规划便民服务设施。他
还走进居民张树荣家拉家常，询问生
活需求。在邻近的 1 号院，居住了 50
年的老居民陈淑珍热情邀请蔡奇进
屋做客。蔡奇要求街道、社区干部主
动上门服务，通过老城保护提升来增
强居民获得感。

随后，蔡奇在交道口街道办事处
主持召开座谈会。他指出，要把承载
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老城整体保护
好。扩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保
护好胡同、四合院、名人故居，修复历
史肌理。扎实推进中轴线申遗保护，
推动重点文物腾退，重塑北京独有的
壮美空间秩序。深入挖掘老城及胡
同文化内涵，把更多具有历史价值的
老字号、老物件留住，留住京味儿，留
住老北京的乡愁和记忆。要安全办

好元宵灯会。
蔡奇强调，街区更新是老城保护

与复兴的关键环节。要把群众利益
放在优先位置，探索“共生院”模式，
坚持“一院一策、一户一设计”，实现
建筑共生、居民共生、文化共生，让胡
同里的老街坊都能过上现代生活。
优化提升街区公共空间品质，深入开
展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注重留白
增绿，完善“一刻钟社区服务圈”，补
充便利店、菜场等服务设施。抓好
胡同公厕改造提升并加强管理。街
区更新要引入责任规划师力量，充
分听取居民意见，按照需求织补功
能。要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干，精
心打造好东四、前门、崇雍大街、什
刹海等地区。

蔡奇强调，坚持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切实办好

群众家门口的事、身边的事。继续深
化“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街区
服务窗口都要全面提质。凡是媒体
曝光、12345热线反映的问题，区街都
要闻风而动、接诉即办。要坚持共治
共享，继续加强社区协商民主建设，
完善“小院议事厅”等机制，实现“居
民的事居民议、居民的事居民定”。
用好街巷长、小巷管家、网格员等力
量，发挥第三方社会组织作用，培育
街区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能力。抓
紧编制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老
城整体保护规划，制定街区更新导则
和工作意见，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破解制度障碍和政策瓶颈。

陈吉宁指出，我们要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来京视察慰问时的重
要指示精神，正确处理老城保护工
作中疏与留、拆与管、新与旧、重点

与一般的关系，按照“保障对保障”
的思路，坚定信心、突出重点、循序
渐进，推动实现老城保护与居民生
活品质提升的有机融合。要坚持底
线思维，在更新整治过程中强化精
细管理，及时拆除腾退违建房屋，排
除清理各类安全隐患，坚决守住核
心区安全底线。要深化探索“保障
对保障”的实施路径，坚持文物保护
优先，按照申请式改善、“共生院”改
造的思路，推进核心区平房院落有
机更新；腾退空间要优先用于厨卫
等院内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制定改
造标准，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要
抓紧修订老城保护条例，为老城保
护提升提供法律支撑。

市领导崔述强、隋振江，市政府秘
书长靳伟，区领导夏林茂、金晖参加。

祁梦竹 范俊生

蔡奇在核心区调研时强调

抓好老城保护提升
让老胡同的居民过上现代生活

陈吉宁一同调研

我区全面部署安全生产，区领导检查庙会安保

深入排查整治
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 2 月 9 日，区委书记夏
林茂，区委副书记、区长金晖分别到
地坛、龙潭庙会检查安全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加强隐患排查，确保安
全，不懈怠、不放松，做到善始善终。

当天上午，全区召开会议，传达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重要指示要
求，全面部署安全工作，进一步排查
消除安全隐患，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
生安全事故。

全区以北京站、东直门等交通枢
纽，以故宫周边、南锣鼓巷、国子监等
旅游景点，以龙潭、地坛庙会等大型
活动场所，以王府井、前门大街等商
业街区，开展节庆活动的大型商超等
大人流地区为重点，深入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坚持“街道吹哨，部门报
到”，加强执法检查，动态消除安全隐
患。全区当日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
453人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233家，
发现隐患106处，当场整改31处。对
于无法当场立即整改的隐患，行业部
门和属地已采取管控措施，全区安全
形势平稳可控。

下一步，东城将从以下五个方面
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一是压实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
查整改。以火灾防控为重点，严格落
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制度，按照管理要求，督促
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守住安
全红线。深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将安全关口前移。

二是做好庙会、灯会的各项组织
工作。召开灯会筹备工作会议，确定
灯会组织方案，特别是风险评估和安
保工作方案。

三是加强城市运行保障。对“水、
电、气、热”和市政设施等城市“生命
线”进行全方位的检查维护，细化专项
工作方案，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全力
确保城市“生命线”运行安全平稳。

四是加强交通秩序保障。春节
后期至元宵节期间返京人员、走亲
访友、购物等出行活动仍将持续；景
点、商场等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客流
密集，会带来较大的交通压力。对
主要大街、重点地区交通联合执法，
严厉查处酒驾、超速、超载、违法停
车等行为，打击黑车、黑摩的、黑三
轮趴活揽客行为，引导旅游景区周
边旅游大巴有序停放，深入净化交
通秩序环境，保障交通顺畅、有序。
督促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运营管
理单位，做好区域内各网点保洁、调
度、维护等工作，实时监控公共自行
车、共享单车服务系统，及时调度车
辆，确保良好运营。

五是加强应急管理保障。严格
实行领导和值班员24小时带班值班
制度，加强收集、挖掘、发现各类敏感
信息和舆情。严格落实应急处置保
障工作。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控
制、早解决”的原则，遇有突发事件，
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确保遇有突发事
件时迅速出动、快速应对、妥善处置。

夏林茂参加东直门
街道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2 月 3 日，区委书记夏
林茂参加东直门街道 2018年度领导
班子民主生活会。在听取东直门街
道领导班子成员的对照检查发言
后，夏林茂同志要求，一要深刻把握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这个首要的、长期的重
大政治任务，继续在学懂弄通做实
上下功夫。二要深刻把握“两个维
护”这个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三要
深刻把握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市

委、区委决策部署这个实践要求，发
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良好
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四要深刻
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
个关键要求，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
治责任。会前，夏林茂同志看望了
东直门街道的社区专员，强调社区
专员工作在群众一线，要代表居民
群众吹哨，协调专业部门报到，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切实解决居民
群众的实际困难，不断提升居民群
众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春节期间东城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14家景点迎客674.46万人次，各单位出动保障力量4.5万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 庄蕊 史
昕玥）记者昨日从区旅游委获悉，2
月 4 日至 2 月 10 日春节期间，我区
重点监测的 14 家景点共接待游客
674.46 万人次，旅游市场安全平稳
有序。

保障力量达4.5万余人次

春 节 假 日 旅 游 市 场 平 稳 运
行。据悉，区旅游委、安监局、城管
委、文化委、工商分局、城管委、商
务委、食药监、质监局等部门及属
地街道均加强了旅游市场监管和执
法检查力度。公安分局、交管部门
在城区及主要旅游景区、庙会举办
地等重点地区及周边加强交通秩序
疏导，有效缓解了交通压力。假日
期间，各成员单位共出动执法检查、
环境卫生、城市运行等方面保障力
量 4.5 万余人次。

据区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春节期间虽然游客较多，但
由于前期准备充分，各部门配合
有力，确保了我区旅游市场稳定
有序。假日期间，各执法部门加
大对我区旅游市场的监管力度，
特别是交管部门加大了对城区和
重 点 景 区 等 路 段 的 交 通 疏 导 工
作，全力保障畅通，规划了临时停
车点，有效缓解了行车、停车难问
题。同时，各旅游企业服务质量
不断提升，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
务。总体来看，春节假日期间各
主要游客集散地和主要景区旅游
市场秩序井然。

326场文化活动进万家

春节期间，东城区以“福满京
城 春贺神州”为主题，举办了多种
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活动，同
时组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等专场活动，总计 326 场，
直接参与 148.43 万人次，受到市民
广泛欢迎。

全区各旅游景点举办了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地坛、龙潭两大庙会
突出京韵京味，聚集了雕漆技艺、扎
燕风筝、金光洞兔爷等非遗手工艺。
今年新加入的庙会的故宫文创品牌，
也受到广大游客和市民的喜爱。

作为北京市历史最悠久的室内
文化庙会，东城区第一文化馆的新春
游乐会也如期举行。此外，东城区第
一图书馆、第二图书馆、角楼图书馆、
银龄书院推出经典诵读讲座、少儿猜
谜、“猪年说猪”展览、木板年画、中国
结、春节小吃制作、民俗讲座、国学吟
诵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东城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
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艺术家协会、
书画研究会，东城区第一文化馆、第
二文化馆文艺小分队还在春节期间
走进驻区部队、街道社区、消防支队、
敬老院、时传祥纪念馆，写春联、送福
字，带来新春音乐会、新春游乐会、新
春民乐合唱专场等文化活动42场。

14家景点迎客674.46万

春节期间，区旅游委按照市文
化和旅游局部署安排，启动假日旅

游机制，设立 24 小时旅游联动值
班、旅游假日统计信息预报，对景区
安全进行严密监控，及时发布景区、
旅游住宿设施等旅游统计信息。

据统计，春节假日期间，全区重
点监控的故宫博物院、雍和宫、天坛
公园、龙潭公园、地坛公园、王府井、
南锣鼓巷等 14 家景点，共接待游客
674.46 万 人 次 ，创 造 营 业 收 入
31603.83 万 元 ，其 中 门 票 收 入
3677.08 万元。区重点监控的 13 家
住宿业出租率为 67.95%，同比增长
9.19%，共接待游客 2.689 万人次，同
比增长 2.56%，营业收入 1042.06 万
元，同比增长14.19%。

及时处理34起价格投诉

新春期间，区物价检查所全员
到岗，加强值班值守，每日至少派出
2组执法人员重点对庙会、节日商超
零售、机动车停车收费等重点领域
开展价格检查。

2月4日至10日，物价检查所共
出动检查组14组次。从检查情况看，
我区节日期间市场货源充足，价格稳
定，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大多数被检
查单位能够自觉遵守价格法律法规，
明码标价情况良好；停车场能够按照
收费标准收费，未发现价格违法问题。

期间，共接到群众举报 38 件，
其中停车场举报 29 件，网络购物 4
件，零售 1 件，服装 1 件，餐饮 2 件，
自来水 1 件。目前除网络购物 4 件
举报外，其余 34 件已全部核实并及
时将处理结果答复举报人。

相关新闻

30余便民企业春节不打烊
本报讯（记者 庄蕊）春节期间，

区商务委统筹各商圈、特色街和老
字号开展促消费活动，同时紧抓节
日市场供应，组织我区 40 个供应网
点加强节日储备，保证节日期间生
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供销平稳。

节日期间，餐饮业是市民消费
的热点。年夜饭、亲友聚餐销售火
爆，东来顺、都一处、金鼎轩等餐饮
企业包间抢购一空。其中,东来顺
集团营业额同比增长两成。

今年春节,花家怡园引领簋街
各企业打造年夜饭不打烊，并携手

“饿了么”推出年夜饭送到家服务。
春节期间，老字号企业锐意创

新，努力提升销售业绩。吴裕泰推

出贺新春赢“贡毫”活动，1月中旬至
2 月底消费达到不同额度可享受花
生酥、什锦礼盒等对应奖品以及刮
刮卡赢“贡毫”机会；北京稻香村在
保持往年畅销的“饽饽匣子”、京八
件等糕点礼盒外，今年又推出了“团
圆稻香礼盒”“奶皮八件礼盒”等创
新节日产品；四联美发前门店推出
到店系列礼品活动。

在销售业绩方面，同升和鞋业
销售同比大幅增长 71%；盛锡福帽
业同比增长 4.5%；四联美发注重提
升服务水平，在节前已达到销售高
峰，节日期间销售额同比增长4.5%。

在区商务委的统一部署下，我
区蔬菜零售、便利店、综合超市、家

政等 30 余家企业春节期间不关店，
40个生活必需品供应网点按照平日
10 至 15 天的销售规模增加经营储
备。

应急储备企业奥士凯连锁公司
粮、油、肉、蛋、奶、蔬菜储备品种齐全；
天镇菜店备足了大白菜、萝卜、土豆、
茄子、青菜等当家菜；奥士凯物美朝内
菜市场储备粮 8000 公斤、油 5000 公
斤、肉类6000公斤、蛋类5000公斤以
及大白菜、白萝卜、胡萝卜、土豆、洋
葱、黄瓜、西红柿、豆角8个大路菜为
主的蔬菜。

节日期间，我区生活必需品市
场供需平稳。监测显示，各企业销
售同比增长3.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