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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通州区司空小区直管公房产权人：
原通州区司空小区已全部完成房屋征收工作，现房屋已灭失。按照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京建物[2009]836号)文件精神，房屋灭失后房屋分户账中

结余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返还业主。我单位已于2019年起组织多次直管公房专项维修资金的返还工作，大部分房屋产权人（业主）已办理返还手续，以下各户因未能找到联系方式等原因尚未办理返还
手续，具体信息如下：

关于返还原通州区司空小区直管公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公告关于返还原通州区司空小区直管公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公告

序号 房屋地址 产权人 应返还金额（元）

1 司空小区1号楼632 张希珍 1132.59
2 司空小区1号楼642 李宝印 1460.66
3 司空小区2号楼522 方小东、方小军、方平平 1303.02
4 司空小区3号楼312 王红梅 1597.79
5 司空小区3号楼322 刘 芳 1268.14
6 司空小区3号楼451 张颖、张育新 2174.92
7 司空小区4号楼661 刘天霞 1265.32

8 司空小区6号楼131 孙玉兰 1263.95
9 司空小区6号楼252 刘克凡、高杨 1262.56
10 司空小区6号楼332 白文生 1262.56
11 司空小区6号楼412 刘学军 2179.13
12 司空小区6号楼432 夏淑珍 1825.23
13 司空小区7号楼113 周克营 1611.82
14 司空小区7号楼342 沈 凯 1252.78
15 司空小区7号楼532 袁爱辉 1753.63

16 司空小区8号楼252 武志辉 2173.54
17 司空小区8号楼361 柳淑兰（已故）现为曹淳 1254.18
18 司空小区9号楼132 张 彭 1241.63
19 司空小区9号楼232 于振明(已故)、于海波 1254.18
20 司空小区12号楼412 邓和平 1520.66
21 司空小区12号楼443 张泽利、张泽芬、张男、张明 1137.7
22 司空小区13号楼312 韩树芳、韩树媛、韩树森、韩树林 2082.83

请以上房屋产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与我委联系办理返退手续，逾期我委将对剩余资金进行封存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69546294

北京市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2021年年44月月2727日日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昨天下午，区
委召开街道乡镇党（工）委书记月度工作
点评会。北苑街道、永顺镇、梨园镇、张
家湾镇依次发言，并接受区委副书记、区
长赵磊现场点评。区政协主席赵玉影、
区委副书记刘东伟参加。

四个街道乡镇发言后，赵磊一一点
评。北苑街道两个“关键小事”抓得实、
老旧小区改造有创新、为民服务有实
招，但在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群众诉求提前预判等方面仍存不足。
永顺镇经济发展开局抓得好、保障重点
工程建设力度大、推动脱贫攻坚有成效，
但在全面从严治党层层压力传导、落实
创城常态化管理要求等方面仍存不足。
梨园镇疫苗接种工作进展顺利、经济发
展有成效、培育消费新业态有实招、服务
保障环球主题公园开园有力度，但在落
实管党治党、主动协调化解群众诉求意
识和能力等方面仍存不足。张家湾镇
特色小镇建设有成效、垃圾分类体系建
设进展快、精神文明建设抓得实，但在
有效排查化解基层矛盾、人居环境整治

方面仍存不足。
赵磊指出，四个街道乡镇是城市

副中心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
功能的重要承载地，是“两区”建设的
主战场，产业发展和服务保障环球主
题公园“精彩亮相”的任务都很重，要
始终坚持副中心标准，高质量推进各
项工作任务。

上次点评的四个街道乡镇都针对不
足进行了整改。

赵磊通报了3月20日至4月20日接
诉即办工作。综合评分排名全区前3位
的街道乡镇是潞源街道、文景街道、新华
街道；排名后3位的是潞邑街道、杨庄街
道、潞城镇。

赵磊对“两个条例”实施情况进行
点评，指出，垃圾分类方面，要广宣传、
创新招，多措并举促进居民自主分类
投放习惯养成。深入推进可回收物回
收体系建设，加快区级分拣中心、街道
乡 镇 中 转 站 建 设 ，促 进 生 活 垃 圾 减
量。物业管理方面，各社区居委会要
联合业委会、物管会一同组织业主开

展共商共治，进一步巩固物业服务覆
盖率成果。

赵磊通报了文明城区常态化创建情
况，指出，要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对环
境脏乱小区和农（集）贸市场开展专项整
治，强化文明交通、消防安全问题整改，
加快消除存量问题，坚决遏制新增问
题。将创森、创卫、创城、环球主题公园
开园环境秩序提升工作统筹起来，打好

“组合拳”。
针对下一步工作，赵磊强调，要慎终

如始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继续做好入
境进京人员监测预警和健康管理，统筹
做好假期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工作，各
公园、景区坚持限流、预约、错峰，维护
好现场秩序，各类交通场站、运输工具
落实好通风消毒、佩戴口罩等措施，有
序疏导客流。全力抓好疫苗接种工
作。要开足马力紧抓经济发展，以“两
区”建设为牵引，加快引进国内外优质
产业资源，做大做强城市副中心的产业
规模。大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加快推
进新商圈开业运营，加紧传统商圈改

造，增强城市副中心的消费吸附能力。
要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各级党委党组，尤其是一把手要切实扛
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把巡视反馈问题
的整改与党史学习教育、业务工作开展
等统筹考虑、一体部署，动真格、出实
招，真正改、彻底改，以高质量整改成效
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要从严从
实落实安全稳定责任，各部门各单位要
盯紧盯实盯牢安全“责任田”，层层压实
安全责任，推动安全管理由“被动应对”
向“主动防范”转变，为城市副中心建设
发展打好“安全地基”。要做好应急值
守工作，“五一”假期将至，相关部门、属
地要全力做好城市安全运行保障工作，
各级主要领导要深入一线、深入重点场
所进行督促检查。严格落实 24 小时带
班值班、应急等各项工作。节日期间，
党员干部要自觉遵守各项纪律要求，廉
洁过节。

区委常委、副区长，区有关部门、各
街道乡镇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和分会
场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近日，北京市
公布 2021 年第二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小区、村名单，通州区新华街道加华印象
街小区、西集镇曹刘各村等 9个小区、7
个村庄榜上有名。

据了解，《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实施一年来，通州区积极开展示范
小区创建工作，截至目前，通州区已有
37 个小区、20 个村获评北京市生活垃
圾示范小区、村，各街镇通过创造性地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涌现出一批好经
验、好做法，通过发挥典型小区、村的
带动和示范效应，更多的小区、村积极
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村创
建中，形成人人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

社会氛围。
今年4月下旬，全区集中开展了“助

力垃圾分类大回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社区工作者、小巷管家、在
职党员、楼门长、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
工机构等近万人参与了入户回访工作，
近距离倾听民声民意，并开展近百场入
社区宣传活动，营造垃圾分类氛围。

下一步，通州区将继续对典型经验
加大宣传，落实激励措施，进一步激发市
民的荣誉感和主动性。同时，以全市最
高标准推进和保持好市级垃圾分类示范
小区、村的日常运营工作；增加日常监督
检查频次，完善考评体系，逐步扩大示范
范围。

本报讯（记者 陶涛）“五一”假期将
至。昨天上午，副区长倪德才先后来到
宋庄镇和永顺镇，检查安全生产及疫情
防控工作。

在宋庄镇今日阳光燃气发展公司，
倪德才察看了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及燃气

安全生产情况。他指出，要严格规范燃
气瓶、罐的储运标准和流程，相关单位及
属地要对燃气经营单位进行动态隐患排
查，发现问题严肃彻查整改。

在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在施项目，
倪德才察看了工程进展及工地的安全作

业情况。他指出，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在确保工程进度和质量的同
时，加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管理。同
时加强工地常态化疫情防控，尤其做好
食堂、宿舍等生活聚集区域防疫管理。

八里桥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内，水

果、肉类等各种生鲜货源供应充足。倪
德才察看了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安全生
产及市场供应相关情况，要求市场做好
节日期间保供稳价工作，严格落实“四方
责任”，坚决堵塞防控漏洞，确保市民购
物安全和身体健康。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 通讯员 刘国
峰）“五一”、端午将至，为锲而不舍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四风”
树新风，营造良好节日氛围，区纪委区
监委向全区纪检监察组织制发了开展

“四风”监督检查的工作方案，统筹监督
力量，从严执纪问责，督促全区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风清气正过“两节”。

节日期间，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
将紧盯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

干部这一重点群体，聚焦违规配备使用
公务用车、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发放
津补贴或福利、违规吃喝等易发多发“节
日病”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综合运用明察暗访、随机抽查、专项检
查、大数据筛查等方式，毫不松懈纠治

“四风”。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紧
盯入境人员、在京外籍人员等重点人
群，冷链食品监管、社会面防控、疫苗
接种、核酸检测等重点环节，公园、景

区、农贸市场、学校、商超、工地、公共
交通等人员聚集场所防控措施情况，
开展监督检查，督促“四方责任”落实
到位，严防疫情反弹回潮。

与以往不同的是，全区各级纪检监
察组织还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对群众反映集
中、性质恶劣的突出问题加大督办查处
力度，鼓励基层交流推广“移风易俗”经
验做法，摒弃歪风陋习，推动社会文明

程度持续提升，做到纠“四风”、树新风
并举。

据了解，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
还通过通报曝光典型案例、对重要岗
位负责人开展约谈提醒等方式，严明
纪律要求，绷紧廉洁过节思想弦。并
畅通监督渠道，及时受理、转办“四风”
问题信访举报，对相关问题线索、重要
舆情，迅速组织核查处置，以精准有力
的监督，为风清气正过“两节”护航。

节能小贴士：
水力发电的原理是什么？

水力发电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水位落
差，配合水轮发电机产生电力，也就是利
用水的位能转为水轮的机械能，再以机械
能推动发电机，而得到电力。科学家们以
此水位落差的天然条件，有效地利用流力工程及机
械物理等，精心搭配以达到最高的发电量，供人们使
用廉价又无污染的电力。

为切实做好国有林场建设，近日,通州区农机公司为漷县林场提供
多款园林机械设备，并邀请厂家技术人员为林场工人讲解、演示机械的
使用方法以及维护知识。记者 王军志/文 唐建/摄

日前，通州区司法局邀请区委
党校涂清华教授开展党史教育专题
讲座。

讲座中，涂教授以《中国共产党
从苦难到辉煌的百年历程》为题，围
绕使命型政党的使命与担当，对社
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对历史发
展前景的主动营造，对人民主体作
用的正确把握，对自身建设的不断
锤炼锻造五个方面，从中华五千年
文明的宏观维度来衡量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成就，深刻解析蕴含其中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
实践逻辑。

结束后，干部队伍纷纷表示，涂
教授的讲授理论结合实际，以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为载体，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深入
浅出、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

律师郝志成说：“通过听讲座，
我对党的光荣传统、伟大成就有了
更全面的认识。作为一名律师，我
要更加勤恳做好本职工作，服务群
众、奉献社会。”

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讲座结
束后，法治调研科科长李莉表示：

“我要真正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在法治建设上创新实干。”

（通州区司法局发布）（田兆玉）

通州区司法局举办党史教育专题讲座

鲍丽萍/制

区委召开街道乡镇党（工）委书记月度工作点评会
赵磊点评

区领导检查安全生产及疫情防控工作

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改 坚决堵塞疫情防控漏洞

通州9小区7村获评“北京垃圾分类示范”
全区已有37个小区、20个村上榜

通州区纪委监委：

从严执纪问责 风清气正过“两节”

漷县镇西鲁村
台湖镇前营村
西集镇何各庄村
西集镇曹刘各庄村
永乐店镇永乐店三村
永乐店镇西槐庄村
于家务回族乡吴寺村

榜单榜单

9个小区

宋庄镇疃里新村小区
张家湾镇后街欢乐嘉苑小区
潞邑街道北通家属楼小区
新华街道加华印象街小区
九棵树街道瑞都国际小区
玉桥街道柳岸方园小区
潞城镇后北营家园二区小区
马驹桥镇宏仁家园小区
中仓街道新华小区

7个村

每周一堂节能课

（区发改委发布) 第57期（陈施君）

节能小知识：水力发电是什么？

水力发电系利用河流、湖泊等位于高处具有势能的水流
至低处，将其中所含势能转换成水轮机之动能，再借水轮机为
原动力，推动发电机产生电能。利用水力(具有水头)推动水力
机械(水轮机)转动，将水能转变为机械能，如果在水轮机上接
上另一种机械(发电机)随着水轮机转动便可发出电来，这时机
械能又转变为电能。水力发电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水的位能转
变成机械能，再转变成电能的过程。因水力发电厂所发出的
电力电压较低，要输送给距离较远的用户，就必须将电压经过
变压器增高，再由空架输电线路输送到用户集中区的变电所，
最后降低为适合家庭用户、工厂用电设备的电压，并由配电线
输送到各个工厂及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