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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庄街道芳洲花园堆物堆料 新华街道朝晖西街加华印象街西侧停车场周边暴露垃圾

张家湾镇张湾村距南长路约269米，距玉带河
约49米-市级小卫星大型垃圾堆放点复发点位

台湖镇孟庄村距东渠路约264米，距通惠排干约
1242米-市级小卫星大型垃圾堆放点复发点位

马驹桥镇小杜社村距小杜社村路约118米,
距北运河水系约222米-市级小卫星大型
垃圾堆放点复发点位

梨园镇兰州老马拉面（音乐学院）堆物堆料

今年5月，区环境建设管理办针对区级专项检查、市
级问题、区级问题发现及市区级问题整改、执法成效五个
方面对11个街道和11个乡镇的环境建设工作进行检查
考评，对环境建设委相关成员单位工作情况进行通报。

根据 5月通州区城乡环境建设工作考评结果，街
道组中，临河里街道、玉桥街道排名靠前；乡镇组中，
马驹桥镇、永顺镇排名靠前。在此，区环境建设管理
办要求排名靠后的单位，继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完

善长效管控机制，确保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避免问题
反弹。同时再次要求各相关单位，做好城乡环境保障
工作，开展垃圾集中治理，提高垃圾分类工作执行力，
对垃圾桶满冒、标识不清，垃圾桶周边不洁等问题要
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治理，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开
展，确保环境干净整洁。

本期选取了4处上期挂账督办的环境问题，刊登整改
前后对比照片，并对新发现的6处环境问题进行挂账督办。

通州区5月份城乡环境建设工作考评情况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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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驹桥镇姚辛庄 389号西侧大约 100米处暴露
垃圾

潞邑街道潞邑二路尽头1988文化艺术小镇南门东
侧周边暴露垃圾

潞城镇胡郎路侉店村北侧水体不洁 梨园镇颐瑞中三路公交站向南100米左右路西侧乱堆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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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全国范围
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始于 1925年 5月
上海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
……”在潞城党建公园内，身着蓝色马
甲的“党史之声”志愿宣讲员正声情并
茂地为参观者讲述着党的光辉历程。

日前，潞城镇团委组建了“党史
之声”志愿宣讲队，以潞城镇域内的
党建公园、小甘棠烈士陵园、前疃村
党群服务中心等红色阵地为依托，为
广大党员群众常态化提供党史学习
教育宣讲服务，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深
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力求做
到最大限度地为老百姓提供通俗、生
动、深刻的党史宣讲，在辖区范围内
营造浓厚的党史学习教育氛围。

据介绍，“党史之声”志愿宣讲队
目前由 6人组成，都是镇机关里的青
年干部，团委为宣讲队进行专门的培
训，也会定期组织大家学习党史知
识。每当有组织“点单”宣讲服务后，
宣讲团的成员就会根据学习成果和
参观地点，创作宣讲提纲，为党员群
众提供高质量的党史宣讲服务。

潞城镇团委书记邓兰英介绍，下
一步，“党史之声”志愿宣讲队还将参与
到主题展览、基层巡讲、志愿宣传等各项
主题活动中，在主题教育场所开展常态
化志愿宣讲服务，通过实地讲解、故事会
等形式，盘活红色文化资源，引领广大
团员青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中奋进建功。

通州创新“红色经典诵读班”理论宣讲形式

“点派单”让党史学习教育更接地气聚人气
本报讯（记者 陈冬菊）“我们需要红

色理论学习资源，最好贴近百姓，便于全
民参与……”日前，潞城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收到东刘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

“点单”后，整合资源，为其牵线搭桥了前
疃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红色经典诵读
班”。目前，通州各街道乡镇、各单位正开
展“红色经典诵读班”活动，“点派单”服务
满足了群众不同的理论学习需求。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建设一
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
……”一早，在前疃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就传来了朗朗读书声。来自前疃村
和东刘庄村的“红色经典诵读班”学员一
起“上课”，读红色书籍、学红色历史、讲
红色故事、抄习语用典、唱红色歌曲。

“今天之所以两个村一起开展红色经
典诵读班活动，也是基于百姓对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的‘点单’需求，我们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将两个实践站的需求进行了对
接整合，丰富课程内容，以更好满足百姓
对红色理论学习的需求。”潞城镇宣传部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相比“标准化”的红色
经典诵读班课程，本次活动创新增加了

“剪一幅党旗作品”，用剪纸艺术重温红色
记忆，铭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精神，守初
心，担使命，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今天这个活动让我深受教育，虽然
是理论学习，但一点儿都不枯燥，形式新
颖，大家都易于接受和理解。通过学习，让
我对党史有了更深的认识，如今我岁数大
了，但一颗党员的心未老，我要坚持活到老
学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永远不忘一名共
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参加活动的学员贾
海表示。

据了解，目前全区各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各单位都组建了“红色经典诵读班”，
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红色宣讲阵地，开展“读
一本红色书籍”“学一段红色历史”“讲一个
红色故事”“抄一篇习语用典”“唱一首红色
歌曲”等“五个一”特色系列“课程”。同时，
活动鼓励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各单位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创新方式，让党史学习
教育更加生动有效，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
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红色经典诵读班作为我们理论宣
讲阵地的一个品牌工作，目前已在全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三级阵地上广泛开
展。同时，我们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融媒体中心和政务服务中心的
融合，发挥通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网上平台作用，在线上提供更丰富的资
源，并结合线上‘点派单’服务，更有针对

性地满足群众需求，推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城市副中心落
地生根。”区委宣传部新时代文明实践指
导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舞台上，小演员声情并茂，将机智
勇敢的抗日小英雄海娃演得活灵活现。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4 周
年，近日，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
师生排演的儿童红色话剧《儿童团
团长海娃》上演，小演员精彩的表

演，带领观众重温了抗战英雄故事。
该校负责人表示，此次演出旨在

让学生们通过表演、观看的形式学习
党史。未来，学校将继续挑选具有教
育意义的红色故事进行改编排演。

记者 王军志/文并摄

本报讯（记者 陈冬菊）昨天，区人大
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
专题交流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区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主任李玉君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
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是
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宣
言，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的行动指南。讲话庄严宣告在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深刻阐明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
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
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
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
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
最恢宏的史诗，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
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首要的政
治任务，必须原原本本地学、细致入微地

学、结合实际地学。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
领导，将人大工作主动融入到城市副中心
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之中，激发起昂扬
的斗志，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展现出良好的
作为。坚持创新发展，借鉴运用最先进理
念、最新成果、最好方式推动人大工作创新
发展，运用法治思维破解改革发展难题。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坚持以人为
本，牢记为民服务宗旨，把初心使命转化
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具体行动，以
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之心、对人民
的赤子之心。发挥人大制度优势，密切
联系群众，与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
干在一起。加强调查研究，围绕高质量
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个中心工作，主
动谋划，深入研究管根本管长远的问题、

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实践中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通过人大监督发挥有力的
推动作用，立足自身岗位为党分忧、为国
尽责、为民造福。努力提高为民服务能
力，大力推进人大机关建设，以机关党建
工作为引领，在服务并促进代表履职、为
民办实事、党员进社区等各项工作中发
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推动各项工作扎
实有效开展，全面提升人大机关服务代
表、服务人民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会议强调，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弘扬
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要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往深里走，往实里走，更好地为民履职尽
责，奋力推动人大工作再创佳绩、再谱新篇。

相关新闻 潞城成立“党史之声”宣讲队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充分发挥人大制度优势推动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丽）《钢铁战
牛》、《金牛献瑞》、《丑牛》……日前，
2021年“牛光溢彩”——北京韩美林
艺术馆第一届青少年生肖绘画大赛
获奖作品展开幕。

本次绘画大赛自 4 月份启动，
吸引了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天津
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三河市的
4000 多名中小学生投稿，共收到
参赛作品 4016 件，作品类型包括
以“牛”为主题的水墨画、油画、水

彩画、篆刻、剪纸、手工制作等多
种艺术形式。

评审坚持以作品符合孩子创作
的年龄段，秉承“原创”为评选原则，
同时兼具设计感、想象力为评选标
准，经过初评、决赛、复评多轮评选，
共 463位小朋友分别获一、二、三等
奖和优秀奖，37 名指导教师和 3 个
美术机构获优秀辅导奖。

此次参展的为一、二、三等奖作
品，展览为期两个月。

小学生将小英雄海娃搬上舞台

北京韩美林艺术馆首届青少年
生 肖 绘 画 获 奖 作 品 展 开 幕

家长和孩子们参观大赛获奖作品家长和孩子们参观大赛获奖作品。。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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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通州区城乡环境建设工作考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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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
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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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棵树
文景
通运
北苑
杨庄
中仓
马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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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湖
潞城
张家湾
于家务
梨园
永乐店
西集
漷县
宋庄

192.9 81 390 300 27.8 991.7 1
194.5 82 394 300 19.3 989.8 2
197.9 76 392 300 17.2 983.1 3
197.6 92 391 300 1.3 981.9 4
191.9 59 382 300 45.8 978.7 5
195.7 86 373 300 21.1 975.8 6
192 100 363 300 18 973 7
195.6 62 391 300 22.7 971.3 8
191.3 96 329 280 72 968.3 9
196.2 91 365 300 13.7 965.9 10
195.5 90 352 300 24.7 962.2 11
191.1 83 390 300 75.2 1039.3 1
194.2 81 395 300 49.7 1019.9 2
191.3 66 384 300 74.6 1007.9 3
182.2 77 382 300 52.9 994.1 4
190.2 76 382 292 7.5 947.7 5
188.2 83 389 260 4.2 924.4 6
194.4 81 337 300 1.7 914.1 7
181.8 80 347 300 0.9 909.7 8
189.1 68 374 260 7.3 898.4 9
187.1 76 367 212 41.2 883.3 10
192.1 70 345 172 38.7 817.8 11

市级问题 区级专项检查 区级现场检查问题 市、区级问题整改 执法成效（加分项） 总分 综合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