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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A03

郭金龙在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 要让人民群众拥有更直接的获得感

整治背街小巷是城市美颜硬招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引导全社会
见贤思齐，推动形成争先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氛围。
二要着力深化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动员社会各界广
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紧紧抓住筹
办 2022年冬奥会等重大活动和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活动契机，动员
市民群众广泛参与，补齐城市管理
短板，促进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三要坚决守牢意识形态阵
地，着力加强理论创新，不断增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切实
增强阵地意识，让党的主张成为
时代最强音。
四要切实加强网络文化建设，
深入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依法
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和网络犯罪治
理，着力提升党和政府的网络权
威，旗帜鲜明引导好网上舆论。
郭金龙强调，背街小巷环境
整治提升，是我们落实习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是提
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生动
实践，也是美化城市“颜值”的硬
招、实招。要取得预期效果，必须
加强改革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在
整治提升中擦亮古都历史文化“金
名片”；推动“街长制”“巷长制”等
典型经验制度化，建立完善长效机
制；构建区级责任主体、部门主动
担当、管理力量下沉的高效工作格
局。动员社会参与，广泛听取民意
充分协商，用群众欢迎的办法解
决身边的问题；坚持造福于民，在
依法依规前提下千方百计满足群
众需求，用整治提升带来的获得
感赢得群众真心支持，形成齐心
协力共同推进的良好态势。

北京晨报讯 （京报集团记者
徐飞鹏 王皓）

昨天，首都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暨背街小巷环境整
治提升动员部署大会召开。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首都
文明委主任郭金龙强调，以背街
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为契机，找准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的结合点，努力实现改善
人居环境和提高城市文明程度
的双重目标，让人民群众拥有更
多更直接的获得感。
市委副书记、市长、首都文明
委第一副主任蔡奇在会上讲话
说，北京作为首都，是向全世界展
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要窗口。首
都形象无小事，“面子”“里子”都
重要，整治提升背街小巷环境，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
京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
郭金龙强调，加强精神文明
建设是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
居之都的内在要求、应有之义，是
鼓舞人心、凝聚力量、推动发展的
重要抓手，只有坚持不懈抓好首
都精神文明建设，才能进一步丰富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提高市民
道德素养，让“首都风范、古都风
韵、时代风貌”具体体现到市民群
众日常言行中，真正使北京成为先
进文化的引领高地和崇德向善的
首善之区。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对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部署要求，紧
紧围绕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
问题，紧密结合城市建设和管理的
关键环节，进一步细化工作目标，
创新工作平台，推动首都精神文明
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
一要持之以恒推进社会主

■相关新闻

三年内整治 2435 条背街小巷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

北京将用三年时间，对首
都核心区全部 2435条背街
小巷进行全面的整治提升，
今年东、西城合计完成 567
条。北京晨报记者昨日从
2017年首都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暨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提升动员部署大会获悉，本
月底前，每个街道要选聘不
低于 5名市容市貌监督员。
本市今年制定了《首都
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
升三年（2017-2019年）行
动方案》和《关于深化首都功
能核心区文明创建的实施方
案》。市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首都核心区共有背
街小巷 2435条，已完成整治
提升需巩固加强的 761条、
需整治提升的 1674条。自
今年开始，利用三年时间，本
市将全面完成核心区背街小
巷环境整治提升任务，今年
东、西城合计完成 567条。
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
内容为“十无一创建”“，十无”
包括：无私搭乱建、无开墙打
洞、无乱停车、无乱占道、无乱
搭架空线、无外立面破损、无
违规广告牌匾、无道路破损、
无违规经营、无堆物堆料，
“一
创建”为创建文明街巷。
东城区按照“十无一创
璐）

建”的总要求，两年内将完成
178条主要大街环境整治提
升和主次干道架空线入地，
两项工作今年要完成 70%，
明年完成剩余 30%。同时利
用三年时间，完成 1005条
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
西城区现有背街小巷
1331条，近几年集中整治了
415条，没有全面治理的还有
916条。未来整治将分阶段解
决问题，以西长安街、金融街
和月坛三个街道为重点，以
长安街为核心轴，前三门大
街、平安大街为两翼，不断向
外延伸、逐次展开。
本市还制定了《市容市
貌监督员工作办法》，每个街
道原则选聘不低于 5名市
容市貌监督员，5月 底 前
完成选聘工作。区市政市
容委会同区文明办负责监
督员的聘任和管理，受理
监督员反映的城市精细化
管理问题，督查督办案件
办理。监督员主要从常驻
本区、热衷于公益事业、关
心市容环境的市民中选聘。
监督员将对背街小巷
“十无一创建”工作进度、质
量等进行监督，及时反馈。
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和
激励机制，调动监督员队伍
的积极性，确保监督成效。

为地铁 19 号线让路
南苑乡拆违 1.6 万 m2
昨天，丰台区南苑乡新宫村安置房新宫家园
北区西侧，2000 多平方米的堆料库在挖掘机的
巨臂下一片片倒塌。 为了给地铁 19 号线车辆段
腾地儿，南苑乡新宫村拆除永泰租赁站、羽毛球
馆、临建料库大院等近 8000 平方米。 加上右安
门村拆除的违建， 此次南苑乡共拆除违法建设
1.6 万余平方米。
19 号线建设涉及南苑乡新宫村、 右安门村
两村，总体占地约 410 余亩。 其中新宫村腾退土
地400 余亩，建设 19 号线车辆段，用地位于新宫
村域中心。 南苑乡副乡长孔媛媛介绍说，自“疏解
整治促提升”启动以来，南苑乡已经拆除了违法
建设 40 余万平方米， 关停拆除出租大院 15.73
万平方米。
北京晨报记者 韩娜 文 李木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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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歧丰
通讯员 王祝炫）

/

法追究房屋所有人的法律责任。
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过去，有的居民将临街一侧原有
窗下墙体拆除，甚至外扩，违规
出租给他人做成商业用房，殊不
知，这些出租房屋要是出了安全
问题，房屋所有人是要承担法律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璐）北
京晨报记者昨日从朝阳区获悉，
东大桥路的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试
点进入试运行阶段。5月底，文学
馆路也将投入电子收费试运行。
试点期间，相关执法部门也将对
相关违法行为加大执法力度，故
意涉嫌逃费车辆相关信息，将纳
入全市统一的征信体系，不诚信
的信息将在市级平台上进行统一
曝光公示。
东大桥路两侧共计 167个停
车位实施电子收费，文学馆路也
将在 130个车位上安装电子收
费设备。市民在试点路段停车可
下载“北京交通 APP”，选择“路
侧停车”，然后使用微信、支付宝
完成停车费支付，既解决收费私
自打折议价的行为，又解决了收
费资质等问题。
目前东大桥路处于电子收费
试运行期间，是推行电子收费的
过渡期，将采取电子与现金两
种收费方式并存，电子收费的
全部资金统一上缴至市级统一
账户，再进行清分结算。停车人
没有相关软件或没带相关支付
卡时，需使用现金缴费时，现场
管理员将通过使用停车收费管
理员的银联卡刷卡代缴，同时还
将提供给停车人一张机打《收费
通知单》。
停车人如当天未能缴费，可
第二天进行补缴。对故意逃费
车辆，将通过地磁监控记录纳
入征信体系，以后将在市级平
台统一进行曝光和公示，并会
影响车主日后的贷款、乘车、验
车等事项。

国内规格最高
明太监墓启动修缮

“拆墙打洞”门脸房出租 房屋安全房主负责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萍）记
者昨天从市住建委获悉，近期正
在开展的“拆墙打洞”整治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赢得了市民们的普
遍好评。根据规定，居民通过“拆
墙打洞”违规改造成的商业用房
出租后，房屋出现安全问题将依

朝阳东大桥路侧
停车开始电子收费

责任的。根据《北京市房屋租赁
管理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出
租房屋的安全由房屋所有人负
责。禁止将违法建设和其他依法
不得出租的房屋出租。因违反房
屋租赁有关规定，造成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的，依法追究相应的

法律责任。
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拆墙打洞”整治工作中，房屋
所有人应积极配合整改，立即停
止违规出租行为，共同创造宜
居的美好家园，维护首都和谐
稳定。

昨天，位于石景
山模式口文保区内的田义墓已经
开始修缮。田义墓位于模式口大
街西侧临街，是目前全国范围内
唯一保存最完好、规格最高、石刻
最精美的明代太监墓，属北京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现场施工人员介绍，本次
修缮将对田义墓墓园建筑及周边
环境进行整体修整，并对展览内
容进行提升，将田义墓打造为一
个以宦官历史为题材的专题博
物馆。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为确
保工程进度及质量，避免工程施
工期间发生游客、文物安全事
故，田义墓景区施工期间将暂
停对外开放。其中，墓园部分将
于 7月 1日恢复对游客开放。
而陈列展室及石景山区散落石
刻展区将于 2018年 2月 4日
恢复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