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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第十三次党代会
将于12月7日至12月10日召开

本报讯（记者 林瑶）丰台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定：丰台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于2021年12月14日召开。会期预计三天。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丰台区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审议关于丰台区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书面报告；审查和批准丰
台区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与2022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议关于丰台区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书面报告；审查和批准丰台区2021年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22年预算；听取和审议丰台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丰台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
取和审议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丰台区第十七届人大
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选举丰台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选
举丰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丰台区人民法院院长，选举丰台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丰台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
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人员人选。

丰台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将于2021年12月14日召开

本报讯（记者 霍秋蕊）政协北京市丰台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将于2021年12月13日至15日召开。

大会主要议程有四项：一是听取并审议政协北京市丰台区第
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二是听取
并讨论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三是选举政协北京市丰台区
第十一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四是审议政协
北京市丰台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

政协北京市丰台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将于2021年12月13日召开

本报讯（记者 徐伟）11月26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智能
融媒体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融媒体中
心正式成立，产教研学聚力融媒体传播人才培养，助力讲好中国
好故事。

大会以“助力融媒新发展，赋能职教新生态”为主题，吸引了
来自中央主流媒体人、教育板块主任编辑和记者，高校新闻传播、
新媒体和政府公共管理等相关专家学者。大会还设立湖南大众
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分会场，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180余家职业
院校代表通过线上方式参加大会。

随后，在线上线下会员单位代表的共同瞩目下，与会领导与
专家学者共同按下启动键，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智能融媒体专
业委员会正式成立。教育部、市教委、丰台区领导对专委会的成
立表示祝贺。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智能融媒体专委会的成立是塑
造新时代职业教育公共形象，打造中国特色职教品牌，实现与中
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职教传播的有力工作载体，对增强职业教育
向心力、吸引力、凝聚力，助推职业教育走出去大有裨益。

根据三年规划，专委会将在推动新版专业目录落地，开展专
业建设标准论证；立足智库建设，推动理论研究和学术带动；突出
职教特色，增强融媒教育的实践创新等方面统筹专委会建设发
展。同时，专委会将广泛凝聚职教战线和融媒体领域专家学者的
智慧力量，打造服务我国融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库”和引领
传统媒体产业转型升级的“智囊团”，为促进智能融媒人才培养的
学术研究和创新实践、推进智能融媒体教育界与传媒领域的协同
发展贡献力量。

此外，专委会的成立也将推进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强化融合
传播和交流互动，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走向世界舞台。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智能融媒体专业委员会在丰台成立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 通讯员 吕晓飞）
“十三五”期间，丰台区以打赢打好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为主线，通过驰而不息执法
高压震慑、优质服务精细把脉调理、精细
管理建成管理平台等手段全力打赢打好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五年来，丰台区的
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鸟儿更多
了。丰台区空气质量实现质的飞跃，蓝天
含金量大幅提升，市民蓝天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增强。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全区 1 个国
家考核断面和 5 个市级考核断面除无水
断面外，均实现动态达标，乡镇级地下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持续保持良好，市级
地下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有所改善。全
区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受污染耕
地、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动态达到90%
以上。

这五年环境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
效，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
展，规划纲要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已基
本完成，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成效最大、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
展最好的五年。尤其是 2020 年，全区在
统筹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同时，不折
不扣地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任务落实。
PM2.5 浓度由年初的 73 微克/立方米下
降至 36 微克/立方米，全市排名由第 15
名攀升至第 8 名，先后赶超了 6 个区，中
心城区排名第1。

2020年全区空气质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记者从丰台区生态环境局了解到，

2020年，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降至
36微克/立方米，较2015年下降58.6%,改
善幅度为中心城区最大，并大幅超额完成
规划目标。2017年底前全区基本实现“无
煤化”，目前全区已建成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2020年，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75
天，较2015年增加100天；重污染天数12
天，较2015年减少46天，实现了重污染天
气明显减少。

“十三五”期间全区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五年来，区级管辖的乡镇级地下饮用

水水质持续良好，水质达标率保持100%，
5家“万人千吨”供水单位水质总体良好。
全区污水处理率由2015年的85%提高到
河东99.3%、河西96%。2020年，5个市级
及以上考核断面水质全部达标，已消除劣
V类水体，且有水断面水质均明显优于考
核目标，圆满完成劣V类水体下降目标。
2017年，建成区全部5条黑臭水体治理均
通过验收。

2020年全区声环境质量同比明显改善
据了解，其中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为

52.8分贝，较2015年下降0.3分贝，并超额
完成规划目标；区域昼间噪声平均值为
52.5分贝，较2015年下降1.0分贝。道路
交通环境昼间噪声平均值为 70 分贝，较
2015年下降2.0分贝，基本达到目标要求。
全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均超额完成

截至 2020 年，全区主要污染物总量
减排目标均超额完成。其中，挥发性有机
物削减率为40.9%、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排放量分别为170吨和6842吨，化学需氧
量和氨氮减排量分别为 32450 吨和 4638
吨，均超额完成目标要求。

全区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十三五”期间，全区工业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处理率、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以
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保持100%，圆
满完成既定目标。对于生活垃圾处理资源
化率指标，根据区城市管理委的回函，按照
市级对垃圾分类考核指标的新要求，市级
向丰台区下达的指标为“2020年底实现生
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目前丰台区
已经完成市级下达的目标要求。

全区生态建设成效显著
2020年，全区生态建设成效显著。其

中，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7.54%、森林覆
盖率达到27.97%、林木绿化率达到40.37%、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1.5平方米/人，均
超额完成规划目标。

五年来 丰台区的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丽泽天街开
街、北京地铁14号线年底通车、现代金融
商务新业态形成集聚……今年以来，丰台
区坚持以首都发展为统领，认真落实市委

“妙笔生花看丰台”指示要求，抓住“两区”
建设和城市南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行动计
划机遇，全力推动丽泽金融商务区实现高
质量发展，截至11月19日，丽泽金融商务
区入驻企业共计 717 家，其中金融企业
405家，新兴金融企业380家，占金融企业
的94%。

“加入企联会，感觉我们也成为了丽
泽的主人，今后我们也要一起参与丽泽的
建设，把我们共同的家建设好。”中国通信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黄晓
庆表示。5月24日，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
企业家联合会成立，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华为公司中国总部、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等17
家入驻丽泽的重点企业、业主单位及行业
协会单位成为企联会的首批会员。企联
会的成立，彰显企业在丽泽的归属感、获
得感显著增强，彰显丽泽的产业聚集效应
进一步凸显，彰显丽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

俱增，丽泽金融商务区成为全球新兴金融
高地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实现。

“华为愿意发挥自身技术优势、人才
优势和平台优势，带动全球优质生态伙伴
在丽泽商务区的集聚发展，并与丰台区内
企业开展创新合作，通过科技赋能、人才
培养、生态对接、品牌活动等形式，加速丰
台区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助力数字经济
的发展。”华为中国政企数字政府业务部
总裁夏尊表示。7月17日，丰台区“两区”
建设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在丽泽金融商务
区举行，华为中国区总部、数字金融技术
检测中心、伦敦证券交易所路孚特信息服
务（中国）有限公司等众多硬核企业签约
落户丰台；丽泽国际金融城、普洛斯国际
数字智造产业园、洛克菲勒国际现代文化
艺术中心等现场签约代表项目 30 个，项
目投资额超过1800亿元。众多硬核企业
落户丰台，百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丰台

“两区”建设再次取得重大成果，丰台“两
区”建设迎来高光时刻。

今年还有一场“金融大戏”在丽泽金
融商务区举办。9月10日，丰台区人民政
府联合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
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在

丽泽金融商务区举办2021中国（北京）数
字金融论坛。论坛现场启动了“丽泽数字
金融示范区建设行动计划”，举行国家数
字金融技术检测中心揭牌仪式，北京市金
融监督管理局向丽泽颁授了“北京法定数
字货币试验区”。与此同时，六大国有商
业银行展示了数字人民币成果及应用场
景，华为、VISA、中国银行等机构研发的
数字人民币软硬件产品也相继亮相，一系
列数字金融领域重磅行动和最新成果的

集中发布和“硬核”展示，开启了数字金融
新时代。

丽泽金融商务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们全面贯彻落实市委“三环里新城看
丽泽”的指示要求，牢牢把握“两区”建设
机遇，按照“首都金融改革试验区、新兴
金融产业集聚区”的功能定位，坚持“金
融+科技”，大力发展现代金融商务新业
态，打造“第二金融街”，建设金融科技创
新示范区。

三环里新城看丽泽 现代金融商务新业态形成集聚

喜迎丰台区第十三次党代会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丰台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

议，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召开。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决

定，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丰台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于2021年12月7

日至12月10日召开。

赵智和赵智和//摄摄

赵智和赵智和//摄摄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一面面锦旗、一
封封感谢信送到了王佐镇政府，王佐镇用
心用情用功为民办实事的做法赢得了百姓
的口碑。2021年，王佐镇把“接诉即办”作
为主抓手，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诉求出发，
从最难办的“硬骨头”问题抓起，树牢在基
层一线破解难题、担当作为的鲜明导向，夯
实“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无诉征办、未办见
面、未办成册”闭环五步法，畅通电话、座
谈、走访、问卷等征集渠道，主动将诉求吸
附在基层，全年通过接诉即办为群众办理
实事30余件，切实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
问题，把接诉即办变成坚持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服务群众的生动实践。

“为民办实事 打通幸福路”
“小区原来坑洼的路平了，下雨再也不

怕积水，走路也方便了，道路疏通了，我们
心里的路也通了。”家住南宫雅苑社区八号

院居民许大妈说。6月1日，南宫雅苑社区
居民代表来到王佐镇政府，将绣着“为民办
实事 打通幸福路”的锦旗送到王佐镇，感
谢镇政府、南宫雅苑社区和物业解决了家
门口积水的烦心事。此前有市民反映镇域
内其他点位道路破损问题，王佐镇举一反
三，要求各社区对镇域内全部老旧小区开
展排查，上报点位、统筹维修。其中就包括
南宫雅苑社区八号院、南宫北里9、10号楼
等两个点位。这两个小区都属于老旧小
区，年久失修，单元门前的地砖存在破损、
易积水等问题，给居民出行造成极大不
便。副镇长田昊多次到现场勘测、社区积
极入户调研听取居民意见建议，最终确定
了居民满意的解决方案。经过近一个月的
施工，工程于5月下旬完成施工。
“我们政府是真心能为百姓做实事的”

“我们政府是真心能为百姓做实事

的。”这是 5 月 21 日王佐镇政府收到表扬
信里的一句话。4月29日下午，王佐镇接
到市民关于反映公交站辅路裸露有扬尘
的诉求。接件后，王佐镇市民诉求处置
中心立即联系反映人核实具体点位，并
到达现场核实情况。镇市民诉求处置中
心立即联系王佐镇应急处置队到达现场
研究维修方案，要求务必在“五一”假期
期间完成维修。5 月 1 日，在附近学校休
假期间，出动12名工人、3辆工程车，共铺
设水泥20立方米，修复候车空地约130平
方米。维修当天晚间，反映人主动联系王
佐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表达感谢，并表示
特别满意。
切实解决西山湖小区居民停车难问题

山语城社区所管辖的西山湖小区坐落
于丰台区王佐镇文林北街，由自住型商品
房、商住两用房及在建酒店组成。现有规

模户数2174户，地下车位仅286个，地上临
时车位 35 个，因文苑地库未开发建设完
毕，故无法使用。随着西山湖小区居民入
住率的提高，居民针对停车位的需求也日
益增多，由停车位引发的停车难、停车乱、
被贴条、被剐蹭的矛盾也随之而来。王佐
镇利用吹哨报到机制，协调区交通委、静态
停车公司、镇建委、开发商、物业、业委会进
行实地走访，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一次
又一次地召开座谈会，多方联动聚合力，研
究最佳解决方案。经过多次协调沟通，在
区交通委、王佐镇政府、山语城社区、西山
湖开发商等单位的通力配合下，引进静态
停车管理公司，在待使用道路上建设 310
个停车位。

王佐镇闭环五步法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

学习贯彻学习贯彻《《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

本报讯（实习记者 唐琪）12月2日，第十二届区委常委会召
开第256次会议，会议由区委书记徐贱云主持。听取并研究了《北
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并研究了丰台区安全生产
工作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听取并研究了丰台区信访工作
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听取并研究了《丰台区2021年食品
药品安全工作情况报告》；听取并研究了《丰台区关于落实〈北京
市党史和地方志工作规划（2021—2025年）〉的实施方案》；听取并
研究了《丰台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情况》；听取并研究了十二届区
委第十一轮巡察情况；听取并研究了区两会相关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听取并研究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等事项

今日导读

奥运冠军、速滑冠军邀请您“为冬奥助力，为文明点赞”
丰台区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线上直播活动

［3版］

学习宣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以 更 加 昂 扬 的 姿 态 迈 进 新 征 程、建 功 新 时 代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