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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 李娜）“草桥站
周边的环境越来越美，令人目不暇接，我早
起过来拍花儿，晚上还可以过来遛弯儿。”
家住丰台区马家堡嘉园三里的史女士高兴
地说。“以前这里很不起眼，现在水清了、岸
绿了，花儿美了，秩序好了。”家住大兴区
高米店的张阿姨说。

黄色衣服的环卫工人、黑色制服的保
安、灰色夹克的绿化养护工人，还有身穿五
颜六色衣服的草桥村民志愿者……都在默
默地围绕草桥站奔忙。花团锦簇的进站
口、姹紫嫣红的花坛、五彩缤纷的垃圾楼、
五彩斑斓的公厕……走进草桥站周边如同
走进了花的世界、花的海洋。

丰台区结合花乡草桥花卉产业特色，
下绣花功夫在草桥站周边打造绚丽多彩、
恢弘大气的花卉景观，全面提升草桥站周
边区域交通、环境美化工作，使草桥站成为
丰台区一张靓丽的名片，成为市民群众和
来京旅客新的打卡热门地，成为首都独具
特色的轨道交通枢纽。

多措并举让草桥站周边秩序井然、环
境整洁

“我是最近刚从马家堡那边调过来的，
每天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都在这儿，一天
忙下来，要走两三万步。”丰台区环卫工人
尹师傅正在认真巡视，哪怕是一个不起眼
的纸屑也会赶紧扫进随身的簸箕里，他一
边忙着一边说，“你看，在道路的另一侧还
有几位环卫工人正开着清洁小车来回检查
路面，等我们下班后，还有另一组保洁队员
上岗。”

区环卫中心马家堡环卫所、机扫化清
扫二队两个属地单位及时开展整治作业，
不放过一处污点，不留下一个死角。区环
卫中心创新工作方法，优化“人机配合”，
采取一扫、两保、一洗、一冲全天候不间断
保洁作业模式，加强对草桥地铁站周边区
域以及道路的清扫保洁作业力度，加大人
工巡回保洁频次，确保草桥地区环境干净
整洁。

“我们就是草桥村的，我们三人一组，
负责在草桥站周边巡逻，帮旅客指指路，帮
行李多的旅客搬搬行李，路上有垃圾我们

也顺手捡捡。”今年70岁的刘阿姨是土生土
长的草桥人，她正和老姐妹们一起顺着便
道巡逻。

在草桥站前路上，每隔10米左右就会
看到一两位丰台区专门配备的安保人员，
他们会引导送客的私家车即停即走，保障
交通顺畅。在草桥站和镇国寺北街交叉路
口处，花乡草桥村专门新增了两处治安巡
逻志愿者固定点位，每个点位配备两名志
愿者，此外还有流动志愿者每天在草桥站
前路周边往来巡视。

大兴机场线草桥站管理办公室主任尚
赛虎介绍，丰台区城管委、城管局、交通支
队及玉泉营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多方联合，
属地花乡、草桥村密切配合，内优外治，全
力保障草桥站平稳运行。尚赛虎表示，国
庆假期期间，草桥站日均进出站客流量1.2
万，10月5日迎来高峰，当日客流量超过1.6
万，其间一直保持平稳运行，未发生任何人
员滞留和交通拥堵情况。

由草桥站前往大兴国际机场的车女士
说，“我们家就在附近，打车过来10分钟就

到了，真的非常方便。”车女士是12点左右
的飞机，与以往相比，她不仅节约了1个多
小时的准备时间，行程也更加从容。

草桥站把地铁站功能和机场值机功能
结合起来，让乘客在地铁站内就能实现国
内国际值机，办理行李安检和托运，实现了
城市交通同机场交通的无缝衔接，极大便
利了广大乘客。目前草桥站不仅实现了地
铁10号线与新机场线的无缝接驳，在草桥
站附近的镇国寺北街上，丰台区还设置了
两处公交港湾，进一步方便市民绿色出行。

从10月27日起，多家航班将会从首都
机场转场至大兴机场，届时，在大兴国际机
场运营的航空公司将达15家，其中国内公
司7家，境外公司8家，日均航班量将达280
班，草桥站的客流量也将会大幅增加。丰
台区将会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增强各种
力量，保障旅客平安顺利出行。

下绣花功夫让草桥站周边一步一景、
景色宜人

草桥站附近的马草河清澈见底，两岸
的花草五彩斑斓，干净宽阔的道路两侧鲜

花奔放、绿草含羞，瑞彩祥云图案和吉祥如
意花球点缀在条条花卉彩带中间，一直延
伸到视线尽头。

在草桥站进站口矗立着两个用鲜花绿
植打造的立体花瓶，两位绿化工人正在修
剪凋零的花草并及时补植小菊、佛甲草等
花材。远处的花卉彩带里，绿化养护工人
正在给花草浇水。目前，区园林绿化局每
天都会投入近30人次的养护人员对草桥站
周边景观进行保洁、修剪、浇水及更新花
材，今后的日常养护人员也会保证在15人
左右。

草桥站的靓丽和名气吸引了越来越多
慕名而来的游人，身穿各色漂亮服饰的游
客络绎不绝，拿着设备的摄影摄像爱好者
更是流连忘返。

“原来这马草河就是一条小河沟，我们
还去里面挖泥、逮鲫鱼呢，以前这片地方都
是种菜种花的，草桥这几十年变化可大了，
多给我们提提意见啊。”刘阿姨的热情好客
体现着草桥村民满满的幸福感。

家住马家堡嘉园三里的拍客史女士已
经在附近住了17年，她说：“这边选址很棒，
从北边出去就能上三环，很方便的，真是居
民区里的航站楼。”

“我还是20年前来过这儿，昨天在这儿
换车，发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太漂亮了，
我立马在朋友圈晒了照片，吸引我这两个
姐妹非要过来看看，我们坐434路公交车，
15分钟就过来了。”家住大兴区高米店的张
阿姨今天专门和李阿姨、周阿姨两位姐妹
坐公交来到草桥。

“以前这里都是臭水，很不起眼的，现在
这水清了、岸绿了、花儿美了、秩序好了，人
也精神抖擞了，我们都是快80岁的人了，也
跟着抖擞一下。”三位阿姨你一言我一语地
说，“草桥离市中心近，交通生活各方面都
特方便，而且还是闹中取静，现在街头啊路
边啊到处都是花坛，真漂亮，姹紫嫣红的。”

张阿姨感叹道：“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老百姓生活条件好了，心态也好了，
对谁都特热情，不管是生人、熟人特别容易
沟通。这也是促进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的
重要因素。” XFTB013 本报讯（通讯员 徐献超）10月15日、18日，丰台区委常委、

区政府领导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二次集中学
习研讨，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领导班子同步进行学习。区委书
记徐贱云参加研讨，并就进一步做好主题教育各项工作提出要
求。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力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巨明，区政协
主席刘宇，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高峰参加。

学习期间，区领导观看学习了专题片《必由之路》《新时代新担
当新作为》，集中自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国庆期间系列重要讲话、《习
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内容，并围绕宗旨性
质、担当作为等专题依次进行了研讨交流。

徐贱云要求，一是要坚持主题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落实
好主题教育任务，各位区领导要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基础上，按照

“四个讲清”的要求讲好专题党课，并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国
庆期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重点，抓好分管部门的学习贯彻落
实。二是要按照 10 月份侧重抓落实、解难题的要求，突出抓好

“8+2”专项整治工作，同时，在年底收官阶段，认真倒排工期、全
力以赴圆满完成年度工作任务目标。三是要结合“礼赞新时代、
筑梦新丰台”实践活动，把基层党组织的主题教育抓紧抓实，确保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要求贯彻落实到每一个基
层党组织和每名党员。

区级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参
加了集中学习研讨。

本报讯（通讯员 杨涛伊）10月21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
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第二督察组，与丰台区主要领导召开安全生
产督察工作见面会。安全生产第二督察组组长、北京市十五届
人大农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党组书记吴宝新主持
会议，介绍了督察工作任务和安排，提出了工作要求。丰台区委
书记徐贱云作表态发言，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力军参加见面会。

吴宝新强调，开展安全生产督察是北京市在安全生产领域的重
大制度创新。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今年启动对各区的第二轮督
察工作。市委市政府安全生产第二督察组负责丰台区的督察任务，
希望丰台区高度重视，积极支持配合督察。对督察组指出的各类安
全生产问题或事故隐患，要立行立改，真改快改、举一反三，确保督察
工作取得实效，把良好安全生产形势一直延续下去。

徐贱云表示，丰台区将按照全市的统一部署和督察组的要
求，全力配合做好各项督察工作，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区安全生
产工作，为地区发展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全区各单位、各部门、
各级领导干部都将对照督察要求，客观公正汇报工作、实事求是
反映问题，让督察组全面、真实地了解我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决不允许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以任何形式，抵制、影响、干扰督察
工作。对督察组指出的问题，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全
面落实整改。对发现的重点难点问题和突出安全隐患，我们将聘
请安全生产方面的专家进行逐项验收把关，并通过“回头看”等多
种形式，巩固整改工作成效，确保问题隐患彻底消除。

王力军向市委市政府安全生产第二督察组简要汇报了全区
安全生产工作，并指出将坚决抓好督察组反馈问题的梳理和整改
工作，按时、按要求向市政府和市安办提交整改报告。

按照工作部署，督察组将于10月21日至11月1日在丰台区开
展驻地督察，重点督察区委、区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并
延伸督察部分区行业部门、街乡镇（功能区），抽查检查和暗查暗访
重点企业。市民可通过12350举报投诉丰台区安全生产问题隐患。

市委市政府安全生产第二督察组
进驻丰台区开展安全生产督察

本报讯（通讯员 张猛）10 月 18 日上午，我区举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事迹报告会暨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邀请全市第二
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事迹巡讲报
告团作报告。区委书记徐贱云，区委副书记、区长王
力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巨明，区政协主席刘宇参
加学习。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梁家峰主持学习（扩大）会。
会上，市人大附中通州校区韩文林、怀柔区庙城镇

政府李新毅等八位宣讲员，通过平实的语言、生动的事
例和真挚的情感，重温了难忘的历史岁月，讲述了作为

普通人却不普通的亲身经历，呈现了为人民服务、为国
家奉献的感人事迹，弘扬了宝贵精神和榜样力量。

会议强调，全区党员干部要主动向榜样和标杆学
习，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紧紧围绕“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总目标，以实际行
动践行初心和使命，为丰台区各项工作上台阶作出更
大的贡献。

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参加学
习。全区各委办局副处以上实职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各
街道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参加学习。区2019年初任公务
员培训班学员参加学习。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 荣文静）45万平
方米的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的中央超大草
坪、8栋国家级百年文物建筑、90余家企业入
驻……10月18日，经过两年改造和招商，位
于长辛店百年二七厂内的1897科创城正式
开园。园区以科技和文化产业为服务对象，
利用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和工业遗迹，打
造北京西南又一处品牌文创园区。

二七厂隶属中车北京二七机车有限公
司，前身是始建于1897年的卢保铁路卢沟
桥机厂，3年后迁至长辛店，建立了长辛店
铁路机厂。作为“二七”工人运动的主要策
源地、中国工业的摇篮，二七厂为铁路工业
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

2017年，在建厂120周年的时间节点，
“二七厂”按照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要求，退
出机车制造业。在保护历史文化和建筑的
同时，通过对旧厂房、库房、办公楼等更新
改造，导入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功
能，打造1897科创城，实现了122年老厂的
转型发展。

行走在园区，低密度、园林式的建筑风格
一步一景。老建筑和老设备都被完整地保留
下来。二七厂相关负责人说：“历史印记是
1897科创城区别其他园区的特色。在改造初
期，园区便将保护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
瓦、一台老设备、一件老工具作为初心和使
命，坚持保护和开发并重、传统与现代深度融

合、怀旧与时尚并存。”因此，两年时间的改
造，这里的历史风貌并未改变，2018年，因其
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位置独特，二七厂还被
列入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单位。

与此同时，经过内部改造引入的科技
类、文创类企业，咖啡店、儿童乐园、餐厅等
便民空间也为老厂房带来了新的发展活
力。取名苏修杂货铺的店原是一间200平
方米左右的生产车间，如今，内高6米多的
店铺被分为上下两层，一层经营着各种日
用百货、小家电等能给生活带来便利的文
创产品；二层则用于库房存放物品。

负责人苏修告诉记者：“我是最早一批
入驻园区的商户，当时将店铺选址在这里，
主要是看中了这里的历史氛围和文化气
息。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坐在店里，眼前能
回想起百年来工人辛勤劳作的场景，历史跟
现实在这里交汇，充满了各种有趣的可能
性，无论是办公还是经营，我觉得科创城就
像是我刚交的朋友，让我很期待又不陌生。”

除了经营办公，节假日与亲朋好友相聚
于此游玩、休憩也成为更多市民的选择地之
一。家住长辛店街道东南街社区的刘女士
说：“我就住在‘二七厂’边儿上，曾经我带闺
女来遛弯儿，现在带外孙女来，三十多年过
去了，这里虽然没有了过去生产的繁忙景
象，但是老建筑还在，老设备也还是原来的
样子。我们喜欢这里的氛围与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二七厂1897科创城的发
展也为丰台区文创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据了解，科创城以“科技+文化”产业为
服务对象，有效集聚、整合各类资源，为企业
之间提供了合作交流平台、优势互补，同时，
降低了企业的创新、创业成本和风险，提升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另外，园区重点引
入国际化创新商业配套模式，一站式地解决
园区3个8小时的配套服务问题。

负责园区改造和招商的青旅文化负责
任人介绍：“近年来，丰台区的营商环境越
来越好，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青旅文
化作为项目承办方，希望将科创城打造成
为丰台区的文创新地标，为丰台区文创产
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截至今年9月，二
七厂 1897 科创城一期已有 90 余家企业入
驻，相继开展科技类、文创类活动逾6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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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桥站成为丰台一张靓丽的名片

丰台区级领导班子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二次集中学习研讨

徐伟/摄

看百年建筑，赏园林绿景，逛科创小店，老厂区变身科创城，九十余家企业竞相入驻

百年二七厂实现华丽转身

丰
台

今
日

导
读

第二十七届北京种子
大会、第二届北京种
业扶贫大会召开

（详见第六版）

本报讯 10月23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会议由区委书记
徐贱云主持。

会议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
徐贱云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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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七版）

本报讯（通讯员 关璐）10月19日，区委书记徐贱云，区委副
书记、区长王力军调研督导“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区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高峰一同调研。

徐贱云强调，要依法加快推进违法建设拆除工作进度，根据
前期任务部署，加紧落实违法建设点位挂账、台账上报等工作，加
大上账点位拆除力度，紧盯违建销账后续环节，将建筑垃圾、渣土
清运等问题与拆除工作统筹考虑，明确任务时间节点，坚决完成
拆违任务。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始终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加强政策宣传，鼓励、督促产权单位和个人依法自拆，积极做
好沟通协调，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做到依法依规、稳妥推进。要统
筹推进丰台火车站及周边市政道路建设，完善路网规划，明确实
施路径，制定具体举措，做好站内外交通接驳。要积极配合丰台
火车站改建工程各项工作，确保顺利完工。

王力军表示，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大督办力度，紧盯各个环
节，对各单位“疏解整治促提升”任务的推进进度和完成情况进行
重点跟踪，对工作推进中可能存在问题和困难做好预估研究，综
合施策、重点突破、攻坚克难，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区领导吴继东、李正斌、李岚、李春滨一同参加。

区领导调研督导“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