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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陶涛）通州区 2021
年优秀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正紧张有序
进行，连日来，全体学员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感受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
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据
了解，本次培训突出政治素质培养，强
化政治能力提升，设置了三大主题，着
力培养适应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需要
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本次培训班于4月26日启动，历时
3个月。“七一”当天，学员们集体收看了
庆祝建党百年大会，会后，开展了党员集
体政治生日活动，通过演唱红歌、分享入
党故事、重温入党誓词等，进一步增强了
学员践行初心使命、矢志不渝推动城市
副中心建设发展的思想力和行动力。

据了解，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历史交汇点，本次培训设置三大主
题、六个单元的教学内容。在着眼提升
政治判断力方面，培训设计第一大主题
为理论教育，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央党校等高端师资，组织了 14次专
题授课，从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

想等多个维度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通过住宿
日读书环节增强学习实效。

培训着眼提升政治领悟力，设计
第二大主题为党性锻炼，创新性开展
党性党史教育。组织学员进行了军事
拓展训练、井冈山异地研修、组织生活
会、红色家书诵读、建党 100周年主题
演讲比赛等形式多样的党性教育活
动，并赴二七纪念馆等党史教学点开
展了现场教学，强化党性修养，确保学
员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坚持恪守
副中心干部标准。

培训还以提升政治执行力为落脚
点，着眼提升政治执行力，设计第三大
主题为实践能力提升，多层次开展区情
区况教育。开班以来，围绕实地学习安
排，组织学员赴北三县、天津武清进行
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异地延伸教学，开展
了副中心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基层社区
治理、城市精细化管理专题调研，考察
学习了“接诉即办”及运河商务区、张家
湾设计小镇等重点项目建设经验，确保
学员始终做工作上的内行人。

城市副中心排水下游21条沟渠将治理升级
总长度113.2公里 可大大提升排涝能力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近日，市发改
委批复通州区城南水网建设工程（漷牛
片区）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
该项目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南侧，为
城南水网中河网密度最高的城乡排水区
域。项目完成后，将大大提升城市副中
心防洪排涝能力和通州城南水环境。

城北水网、两河水网、北京城市副
中心以及城南水网台马片区、漷牛片
区、于永片区共同组成了通州区水环境
格局。此次市发改委批复的城南水网
建设工程（漷牛片区）位于通州区张家
湾镇和漷县镇，凉水河、北运河、凤港减

河和港沟河之间的区域，共21条现状沟
渠将进行治理升级，总长度达 113.2 公
里。升级内容包括渠道治理工程（含水
系连通）、建（构）筑物工程、排涝泵站工
程、桥梁工程、生态修复工程、信息化管
理控制系统工程等。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保证
构筑物安全的前提下，将对水闸、泵站、
雨水口等构筑物局部结构形式进行调
整。生态修复方面，将保留利用 3.1 万
棵现状苗木，并适时调整苗木种类、规
格和密度。

俯瞰规划图，该工程实施区域处于城

市副中心排水下游，距离城市绿心最近处
5公里，距离环球主题公园最短距离2公
里，区域内拟规划建设张家湾文化休闲小
镇、漷县文化健康小镇、北大人民医院通
州院区、北京卫生职业学院等。项目实施
后，可大大提升沟渠排涝能力，为城市副
中心防洪排涝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该工程还将提升区域水环境，服
务美丽乡村建设。”市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说。目前，该工程所在区域部分沟渠
已存在干涸，生态环境较差，通过治理
升级改造，可实现水系连通，防止已治
黑臭水体反复，提升沟渠水环境。同

时，该工程将与区域内85个村庄的农村
污水治理等美丽乡村建设行动同步开
展、相互联动，共同形成美丽乡村建设
成果，提升乡村风貌。

通州区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温榆
河、坝河、小中河、中坝河、通惠河、京杭
大运河北运河段、运潮减河、玉带河、萧
太后河、凉水河等汇聚于此。《北京城市
副中心（通州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提出，要实施城南水网、城北
水网、两河水网治理工程，持续完善“三
网、四带、多水面、多湿地”的水系格局。

行程3.3万公里 历时8年创作

《万里长城实绘》手稿及画册捐赠区档案馆
本报讯（记者 张丽）昨天，区政协

联合区档案馆举行景浩先生《万里长城
实绘》作品捐赠及座谈会。区政协主席
赵玉影参加座谈。

当天，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著
名 书 画 家 和 收 藏 家 景 浩 先 生 将 历
经 8 年创作的《万里长城实绘》图卷

的 158 幅手稿及画册捐赠给通州区
档案馆，现场与区档案馆签订捐赠
协议。

今年 85 岁的景浩先生 75 岁开始
考察长城，历时 8 年时间、驱车行程 3.3
万公里，途经甘肃、宁夏、陕西等 9 个
省市，27 次实地考察秦、汉、明三朝长

城关隘、故城、古堡等古迹 271 处，经
反复酝酿创作了《万里长城实绘》。每
幅画内容涉及所绘长城的地理位置、
重大历史事件、驻守长城将士故事等
都配有文字说明。

座 谈 中 大 家 表 示 ，景 浩 先 生 实
绘中国万里长城为通州人民奉献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要让长城与运河
文化的精神力量，融入到北京城市
副中心建设各项事业中，团结进取，
砥砺奋进，共同谱写新时代更加壮
丽的篇章。

副区长董明慧、区政协副主席禹学
河出席。

通州举行防汛综合演练
本报讯（记者 陈冬菊 通讯员 商建齐）北

京已经进入汛期，昨天，通州区举行防汛
综合演练，提升应急抢险能力。

“我区未来 24 小时内自西向东将
出现一次强降雨过程，全区平均降雨
量 80-120 毫米，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可
达暴雨或大暴雨，局地可达 150 毫米以
上……”在防汛综合演练中，区防汛指
挥部“启动橙色预警响应”，各防汛专
项分指迅速行动，根据实际情况，排除

道路积水、转移人员避险、进行堤防抢
险……有序应对“汛情”，保障群众的
人身和财产安全。

据了解，北京正式进入汛期后，城
市副中心已修订完善各类预案措施，提
前做好物资和队伍储备，持续开展各类
防汛宣传及应急演练，逐步形成“政府
主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防汛格
局，确保安全度汛。

副区长倪德才指导演练。

副中心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日前，北京
城市副中心青少年男子篮球代表队成
立仪式在北京小学通州分校举行。

现场，与会领导为运动员们赠送
了专业服装、篮球等。北京小学通州
分校赤火篮球队进行了花式篮球、篮
球基本技能展示。

据了解，城市副中心青少年篮球

代表队按照高中、初中、小学三个层面
划分，分别组建了甲、乙、丙三个组队，
队员共70人。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青少年篮球
发展迅速，在全市赛事中多次荣获优
异成绩。本次成立的三支代表队，实
现了副中心青少年男子篮球训练规范
化、系统化、专业化的发展目标。

城市副中心青少年篮球代表队成立

朱志华——金融商圈赵树生——童乐

叶洪波——期待 杨立英——小康生活

刘思利——梨园西总屯村文化广场 刘国安——龙腾盛世

贺建海——致敬英雄 赵继扬——丰收

高景峰——疫尽春归 曾楠——优美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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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快乐奉献 许彤——百年颂歌 姚明——春暖花开

光影载史册，笔墨记征程。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热情讴歌党的光辉

历程和丰功伟绩，充分展示和谐新城最美梨园发展新景
象，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借助镜头和色彩，用真
诚的心声、感人的语言、精美的表现手法，热情抒发热爱党
热爱祖国、热爱村队社区、热爱生活的美好真挚情感。日
前，梨园镇在党群服务中心举办“党在我心中·最美新梨
园”书画、摄影展。

本次活动共收到摄影作品 1200 余幅，涵盖城市建设、
生态环境、和谐生活、精神文化等四大方面。经过筛选、
专家评比，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

摄影爱好者叶洪波就住在梨园镇，平时喜欢拿着相机

将身边的美景拍摄下来。这次，她投稿的作品《期待》获得
了三等奖。叶洪波说：“这几年梨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出行、购物、就医都很方便，期待
未来的梨园变得更好。”

摄影、书画爱好者用不同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梨园镇
近年来发展的丰硕成果，记录了梨园高质量发展、日新月异
的变化，城市面貌、自然生态日趋优美，社区居民安居乐
业。大家以独特的审美角度、优秀的艺术作品，讴歌真善
美，传递正能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昂扬的姿态、饱满
的热情，庆祝建党百年。

（通州区梨园镇政府发布）（田兆玉 贺建海）

展城市建设、生态环境、和谐生活、精神文化巨变

居民千幅摄影作品秀“最美新梨园”

优
秀
奖

包
建
平—

—

北
京
环
球
度
假
区

三
等
奖

优
秀
奖

（下）

本报讯（记者 代金光 通讯员
张铁媛）天然气替代、电力替代、暂
扣不合格液化气瓶……马驹桥镇多
管齐下，持续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
治行动。

在北门口村、商业街等重点地区，
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安监科与经开
区商务金融局开展联合执法，检查临
街商户燃气使用安全、消防设施、报警
设备等情况，督促餐饮单位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好自查自改。

此外，马驹桥镇按照“多替代、早
替代”的原则，主动与市燃气集团三分
公司、通州供电公司对接，对液化石油

气非居民用户的“三改”情况进行摸排
核实。即：改管道天然气、改使用电以
及改变使用用途，对已完成改电改管
道的用户及时对账更新。“对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非居民商户，要求燃气经营
企业压实入户安检及发现问题的整改
工作，立即采取断气停送措施，督促不
合格用户按时整改。”马驹桥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

自 6 月以来，马驹桥镇共检查
1000 余家餐饮单位，停气处理 7 家不
符合要求的商户，暂扣不合格液化气
瓶267瓶，完成天然气替代用户94家、
电力替代用户76家。

马驹桥多管齐下消除燃气安全隐患

在紫运中路铁道桥下凹处，工作人员将排水管与机组连接，以实现快速排除道
路积水。

昨天，通州区举行防汛综合演练，各防汛专项分指迅速行动，有序应对“汛情”，
保障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记者 陈冬菊/文 唐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