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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阎义

亲子开放日 互动欢乐多

□本报记者 盛丽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李安

中建一局三公司职工宛平城宣誓

□本报记者 边磊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环，
也是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
本市坚持以 “关于调结构转方式
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 （简称
调转节） 为抓手， 深入开发农业
生态、 生活、 生产、 示范功能，
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 “三改善、
一提升”， 较好地实现了需求侧
“四确保”。

在种养结构上， 确保了有效
供给。 按照“调粮、保菜、增林、节
水、 做精畜牧水产业” 的调整思
路，完成了80万亩粮田、70万亩菜
田、100万亩鲜食果园划定工作。
粮食面积调减已完成“十三五”计
划任务的70%， 利用调整退出的
土地完成了105万亩平原造林工
程， 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增加了
近12个百分点，达到26.8%；“菜篮
子”总体上保持肉菜菌30%、禽蛋
奶60%的自给率。

在供给结构的改善上， 确保
了均衡供给。 从农业发展的产业
链条来看， 除了农业科技创新和
市场销售的两头在北京有优势
外，保障北京“菜篮子”供应、满足
市民农产品需求的大头在外埠。
目前， 北京每年2000多亿元的农
产品消费总额中80%以上来自外
埠， 所以支持北京企业到周边地
区建设生产和流通基地。 “十二
五” 时期已在环京周边地区新建
蔬菜基地25多万亩、 畜禽基地近
50家。目前，投资40多亿元的北京
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正在东南郊
建设， 将与新发地市场形成首都
农产品供应储备“双中心”。

在要素使用的改善方面， 确
保安全供给。 在大力推进结构调
整、 规模调减的同时， 从政策 、
技术、 机制上发力， 围绕节水、
节肥、 节药、 节地、 节能等， 加
大新技术、 新设备、 新品种的推

广应用 ， 利用 “互联网+”、 物
联网、 大数据等， 推进园区化建
设、 标准化生产、 品牌化营销，
提高 “三品” 认证率。

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水平
方面，确保多元化供给。 2016年，
全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
客4548万人次， 实现收入42.4亿
元。大力发展了会展农业、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支持引导农家乐、
民俗户，向特色民宿、乡村酒店升
级发展， 打造一批高水平的特色
休闲旅游村镇， 目前本市已有怀
柔、密云、延庆、平谷、大兴等区被
认定为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县”。

近日， 91金融工会组织了主
题为 “大手牵小手 幸福向前走”
暑期亲子开放日活动。 这是91金
融总部迁至91金融大厦以来首次
举办亲子开放日活动， 象征着公
司将以无限活力迎接美好未来。

每年这个时候， 公司都会向
员工发出 “带着孩子来上班” 的
邀请函， 希望员工在工作之余 ，
扮演好生活中的各种角色 。 这
天， 91金融总部瞬间变成了孩子
的大本营 ： 梦幻气球 、 缤纷玩
具、 野外宿营、 彩绘风筝、 特制
美食、 捏泥人……91金融吉祥物
“旺财” 带他们开启了童话之旅，
参观父母的工作环境， 当了一回

“小白领”。 而员工在这一天的角
色只有一个： 好妈妈、 好爸爸。
在开放式花园， 员工和孩子尽情
玩耍 ， 享受公司厨师特制的美
食。 在手工涂色大比拼中， 父母
更是任由各位萌宝充分发挥想象
力， 神奇配色。

“参加亲子活动， 让公司与
同事和我一起见证宝贝的成长与
变化 ， 是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
一名员工望着脸被涂成花猫的女
儿， 脸上堆满了疼爱和幸福。

“有孩子的地方就会充满爱
心， 就会有好事发生。” 91金融
董事长许泽玮表示， 公司要努力
创新， 将91金融大厦打造成北京

市乃至中国、 互联网金融行业甚
至整个互联网和金融行业的一张
名片， 还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
理念， 努力完善办公环境， 并通
过开展各种俱乐部活动， 丰富员
工业余生活， 将公司打造成员工
的第二个 “家”。

近日， 中建一局三公司开展
了“‘一学一做’进行时———牢记
历史，不忘初心”主题团课活动，
京内团员代表共90余人参会，京
外项目员工通过视频参会。

活动中， 与会领导先为参会
人员上了一堂精彩的“一学一做”
专题团课，从企业的人员结构、共
青团的组织架构、青年人才培养、
历史回顾、“一学一做”主要思路、
工作方法等方面，深入解读了“一
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深刻内涵。该
公司还组织广大青年职工进行了
问卷调研， 并观看了公司拍摄的
微电影。

随后， 全体参会人员来到宛
平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进

行参观并庄严宣誓， 大家重温历
史， 感受抗战先辈为了和平做出
的重大牺牲， 并体会公司前辈在
建设抗战馆时克服的艰难险阻。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能让公
司各单位积极主动地开展相关主
题教育活动， 让青年员工牢记历
史，不忘初心，践行‘一学一做’，
争做团员先锋！”中建一局三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明兴说。

下一步， 该公司将继续扎实
开展 “一学一做 ” 学习教育工
作， 通过采取多种形式加速青年
员工成长和提升， 并与共产党员
“两学一做 ” 学习教育常态化 、
制度化紧密结合， 按照大党建格
局要求， 以党建带团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成效

“两学一做”

树新风

砥砺
奋进的 年55

关停6家无证无照店， 合并
45家一照多店， 商家数量从2016
年初235家降至 154家 ， 完成了
150家商户店面提升工作， 10家
餐饮转型为文创企业……整治后
的南锣鼓巷主街历史风貌将全面
恢复， 文化创意产业得到了有效
提升。

而南锣鼓巷主街历史风貌全
面恢复、 环境全面提升的背后，
却是南锣鼓巷商会联合党支部党
员商户带头进行整改的结果。 他
们坚持学做结合， 优化南锣业态
水平， 积极落实 “疏解和升级”
发展战略， 将南锣鼓巷主街整治
工作作为党支部和党员践行 “两
学一做” 要求的主战场。

南锣鼓巷商会联合党支部隶
属于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交道口
街道工委， 共有7名党员。 商会
党支部先后参与了关于主街规划
设计研讨会、 整治方案讨论会、
外立面风貌保护整治会等， 商会
党支部党员商户带头进行整改，
组织商户工作组约谈普通商户，
就门店风貌 、 业态品质进行沟
通， 帮助其进行业态转型。

同时， 还成立商会业态提升
委员会 ， 主动征集商户意见建
议， 全面筛查所有商户现存问题
并建立台账， 向全体商户发出业
态整改倡议书， 对不符合要求的
问题商户， 采取与其签订承诺书
的方式限期整改。 建立业态陪审
准入制度， 对于不符合 《南锣鼓
巷特色商业街区业态指导目录》
的坚决不予审批， 烧烤小吃等低
端业态全部退出主街， 促进了产
业升级和业态优化。

南锣鼓巷商会党支部充分发
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 在全国率
先开展了 “南锣公约” 活动， 南
锣全体商户向社会承诺实施自律
管理， 接受社会监督， 促进商会
自我管理、 自我更新， 在全国商
会中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

他们与东城区法院签署了
《诚信共建备忘录》， 在秉持诚信
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南锣商会的
职责作用， 营造 “以守信为荣，
以失信为耻” 的社会氛围。 还与
东城工商局召开了 《6种餐饮行
业格式条款违法表述的解读》 座
谈会， 得到商户的理解和支持，
在近半年时间里， 南锣鼓巷没有
出现一个上报到区工商的消费纠
纷事件。 开展了 “星级商户” 评
比活动， 形成创先争优、 奖优罚
劣的良好局面。

多年来， 商会党支部注重发
动党员热心公益， 在历年来的困
难群众帮扶、 贫困学生助学等公
益活动中都起到了示范作用。 党
支部书记带头打造南锣鼓巷非遗
体验基地为居民提供多场非遗文
化培训、为残疾人传授非遗技艺。
商会党员为辖区困难人群送文化
送技艺， 为贫困小学募款办公器
械、图书，成立的商会志愿服务组
织，针对南锣地区老人、残疾人、
特困户和下岗职工等特殊人群，
建立“一帮一”结对帮扶机制。

南锣鼓巷商会联合党支部：

提升南锣鼓巷主街历史风貌

昨天， 在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砥砺奋进的五年” 系列发布会上， 记者获
悉北京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成果显现， 其中， 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国
资国企改革发展中心任务， 市属企业资产总额增长80.3%， 突破四万亿； 农业方面，
从生产力环节入手， 通过调结构转方式， 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 抓好农业结构调
整和农村改革， 培育了农业发展新动能。

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国
资国企改革发展中心任务， 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全力落实
“去产能、 去库存、 去杠杆、 降
成本、 补短板” 五大任务， 5年
来， 市国资委的各项工作取得了
积极的成效， 市属企业资产总额
增长80.3%， 突破四万亿 ； 营业
收入、 利润总额、 已交税费分别
增长了46.3%， 78.8%和77.8%。

在积极化解过剩产能方面 ，
首钢总公司 、 京煤集团完成了
2016年化解外埠粗钢产能210万
吨、京西煤炭产能180万吨的目标
任务， 今年将继续推进其化解过
剩产能的相关工作。 关停了金隅
集团4家在京水泥公司，提前完成

了压缩水泥产能300万吨的任务，
并推动保留在京的水泥公司向科
技型环保型转型， 今年将再压缩
水泥产能90万吨。 对于 “僵尸企
业”加快清理推出，开展亏损企业
专项治理，通过兼并重组、产权转
让、关闭破产、清算注销等方式，
年底完成55户目标。

在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 积
极落实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上， 完善机制， 主动布局， 设立
首钢京冀产业投资基金， 搭建京
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 天津
未来科技城京津合作示范区等首
都产业转移承接平台， 强化辐射
作用， 推动市属企业向具有专业
优势的平台聚集。 市属企业在津

冀计划投资额超过2000亿元， 曹
妃甸产业先行启动区已签约16个
项目， 首农三元工业园、 北汽现
代四工厂等落户津冀重点项目正
式竣工投产。

围绕构建 “高精尖” 经济结
构， 以新产业、 新技术、 新模式
培育新增长点， 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加
强与外部合作， 组建中关村京企
云梯创新联盟， 加强市属国企与
央企、 中关村企业合作。 其中，
中关村领创空间已实现中关村、
硅谷、 保定三地联动， 线下托管
运营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 形成
独具特色的创业孵化和创新服务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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