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片的绿色、 随处可见的小
型公园， 不仅有荟聚购物中心、
宜家等大型购物场所， 还有 “金
融谷” 等高端产业， 现在的大兴
区西红门镇越来越有现代城镇的
味道。 其实， 就在5年前， 这里
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小化工、 小
加工、 小餐饮、 小市场， 这里的
老旧工业大院面积足有960万平
方米， 秩序混乱、 环境脏乱、 各
种安全隐患重重。

2011年 ， 西红门镇党委决
定： 全镇27处村级工业大院全部
拆除腾退， 由镇级对土地资源进
行统筹 ， 腾退后土地80%还绿 ，
20%用于建设高端产业园区， 促
进地区产业升级。

拆除腾退，说起来简单，但执
行起来并不容易， 最现实的一个
问题就是腾退不仅仅关系到村集
体的“钱匣子”，还关系到入驻其
中的数千商户的命运。 在工业大
院时代 ， 村民每年可分得大约
3000元的土地租金。 没有了工业
大院，还会有土地租金吗？土地收
益会发生什么变化？ 为了破解这
一难题，西红门镇党委自有绝招，
那就是让群众的利益最大化。

“工业大院虽能带来持续稳
定的租金， 但各村都面临着流动
人口多、 低端产业多、 安全隐患
多， 以及基础设施差、 环境卫生
差、社会治安差的发展困境。 ”西
红门镇党委负责人介绍， 西红门
镇的27处工业大院， 差不多形成
于上世纪90年代， 均利用村集体
土地建设。 随着市场经济大浪淘
沙，昔日入驻企业大部分已关停，
厂房被分租给大大小小的商户，
聚居的流动人口曾多达12万人。

已形成20多年的村级工业大
院， 各方面利益盘根错节， 说拆

就拆， 阻力不小。 要从根儿上解
决问题， 必须改变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的利用模式。 为此， 西红门
镇党委抓住作为北京市城乡结合
部改造试点镇和全国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先试
先行镇的机遇， 探索形成了 “包
片包村包进度 、 盯人盯事盯矛
盾、 说理说情说利弊” 的党建工
作方法， 镇党委政府班子12名成
员全部下沉到包片村， 和村党支
部一起研究制定拆除腾退办法，
及时化解出现的矛盾、 问题。

西红门镇副镇长赵传富包的
是星光社区， 该社区由两个村合
并而成， 工业大院面积最大， 承
租户最多。 过去靠收租金， 集体
一年也有3000多万元的收益。 他
觉得这项工作的难点是如何平衡
村民、 集体、 出租户、 承租户等
多方的利益。

2014年， 星光社区工业大院
启动拆除腾退。 要想说服村民，
必须为他们算好经济账才行 。
“工业大院要拆， 首先得保证村
民利益只增不减。” 在村民代表
大会上， 赵传富和星光社区党总
支书记李保全反复给大伙儿算
账： 过去一年租金3000多万元 ，
但拆除腾退后交给镇集体联营公
司， 每年的保底收益金就有5000
多万元。 土地建成产业园后， 还
会有二次分红。 算清楚这笔收益
账， 代表们一致举手通过。

村民的顾虑打消了， 接下来
要面对的是出租户和承租户。 星
光社区工业大院共300个自然院，
其中有三分之一院落被出租户分
割、 层层转包， 整个工业大院聚
集的各类商户有近2000家。 按照
拆除腾退办法， 政府将对工业大
院里的房屋建设方进行补偿。 由

于出租房屋建设情况复杂， 补偿
金该给谁又不该给谁？

“只有解决好利益分成 ， 才
能让商户顺利迁出。” 赵传富和
星光社区党总支部对各个出租大
院的情况进行反复研究， 哪栋房
屋是谁建的， 面积多大， 在拆除
腾退前一一登记在册。 其中有一
家企业租了7亩半地， 之后又把
土地层层转租给了11家商户， 这
些商户中有自建房的， 有租借企
业原有房屋的。 拆迁腾退组挨个
与这11家商户约谈， 并对房屋进
行现场评估， 只要涉及房屋建设
的， 该得的补偿金一分不少。

为了带动群众， 党总支充分
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有些党
员更是带头拆除自己的厂房场
地， 作出表率。 就这样， 群众的
态度渐渐从 “漠不关心、 消极抵
触” 转变成 “理解配合、 主动参
与”。 就这样， 前后用了3个月时
间， 这个星光社区最难拆的大院
被夷为平地。

经过近6年的努力， 到今年
底， 西红门全部工业大院将完成
拆除腾退， 镇域内工业大院业态
基本消失 。 腾退地块两成建产
业、 八成还绿地， 绿色空间正在
这片土地徐徐展开， 鸿坤金融谷
等多个高端产业项目已落地 。
“环境变好了、 交通通畅了、 安
全 隐 患 消 除 了 、 收 入 提 高 了
……” 谈起这几年的变化， 土生
土长的西红门人陈女士竖起大拇
指， 为西红门镇党委点赞！

“两学一做”

树新风

大兴区西红门镇党委破解工业大院腾退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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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让群众利益最大化

□本报记者 马超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平谷区总工会职工参观军博主题展

“祝消防员叔叔节日快乐！”
20多名小学生手捧亲自制作的多
肉盆栽， 一一献给对面的消防官
兵。 7月31日， 北京市东城区崇
外街道西花市南里西区社区党委
在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支持下，
带领社区青少年家庭亲手种植了
多肉绿植， 并作为代表前往社区
共建单位花市消防中队慰问。

“这个工具是用来破门的 ”
“这个是用于洗消有毒有害气体
的” “这个是水枪” ……东城区
公安消防支队花市中队的官兵，
分组带领大家参观消防中队， 了

解消防器材， 学习消防知识。
“这辆是AT式泡沫车， 是咱

们国家比较先进的消防车， 里面
搭载了一百多种消防设备。 这个
是氧气面罩， 训练或进火场时要
戴上……” “让我试试！” 一名
小男孩举起手， 跃跃欲试， 并戴
上面罩亲身感受了一下。 随后孩
子在消防官兵的带领下， 有序地
登上消防车体验。

西花市南里西区社区党委书
记介绍， 活动连结了社区居民、
社会组织及本社区共建单位等多
方力量， 加强了辖区军民互动。

8月1日， 平谷区总工会全体
机关党员、 干部40余人来到军事
博物馆， 参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90周年主题展览。

参观中，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党员干部重温历史， 了解了中国
军人90年征程中历经的重大战斗
战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决策过
程和重大发展成就。 党员干部们
参观了我军现役主要装备模型展

示等展项，通过照片、文物和模型
等， 全面感受了90年来人民军队
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光辉历程、
建立的丰功伟绩。震撼的场面，感
人至深的故事，让职工感慨不已。

“要立足岗位 ， 提高本领 ，
认真做好工会工作， 以崭新的面
貌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
参观结束后， 党员干部们纷纷做
出庄严承诺。

小学生进军营献礼消防官兵

□本报记者 张晶

房山两供热厂10月底改造完工

3D斑 马 线 “ 上 岗 ” 已 经
“满月”， 近日记者再次来到第一
条3D斑马线 “上岗 ” 的方庄路
与蒲方路交叉口。 该路口交通引
导员介绍， 以前只有白色的斑马
线， 有些人不会沿着斑马线走，
要靠引导员来维持交通， 现在不
少来往的车辆在驶近时会放慢车
速， 行人们也大多会主动停下来
等红灯。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近日， 记者从市重大项目办
了解到， 房山区鸿顺园供热厂与
吴店供热厂清洁能源改造工程正
加快建设进度， 预计今年10月31
日前完工并具备使用条件。

按照 《北京市2013年至2017
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 ， 本市
2017年度实现燃煤锅炉清洁能源
改造4000蒸吨左右， 其中房山区

需完成清洁能源改造2670蒸吨，
是清洁能源改造任务的重中之
重。 房山区鸿顺园、 吴店供热厂
改造工程共计新装10台70兆瓦燃
气热水锅炉， 项目符合国家及北
京市节能减排政策， 项目达到设
计产能后， 供热范围内每年可减
少烟尘5.88吨， 减少SO2排放13.
98吨， 减少氮氧化物413.75吨。

鸿顺园、 吴店供热厂改造工
程已通过市政府项目审查会，取
得市发改委开展前期工作复函与
市规划国土委设计方案审查意
见，并按照北京市“一会三函”办
事流程完成设计、施工、监理招标
工作。目前，两座供热厂主要设备
已全部拆除， 正进行新锅炉的安
装及配套燃气管线建设。

3D斑马线“满月”
违章者减少

8月1日， 在北京市民政局首
次举办的 “十佳复员转业军人”
表彰大会上， 来自市民政局信访
处的许泉和其他来自局机关、 直
属单位、 二级单位的10名复员转
业军人一起走上讲台接受代表着
荣誉的奖章和证书。

表彰活动以专题片 《不忘初
心、 继续前进》 拉开序幕， 专题
片讲述10余名复员转业军人献身
国防和军队建设、 投身首都民政
事业改革发展的工作经历和心路
历程， 展现了民政系统复员转业
军人拼搏奋斗、 无私奉献的形象
和风采。

多名受到表彰的复员转业军
人还结合各自的从军历程和民政
工作经历作了交流发言。 郑国武
是此次市民政局表彰的 “十佳复
员转业军人 ” 之一 ， 转业19年
来， 他每天坚持早到单位1小时，
对每一项工作始终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 先后参与组织实施大型
活动 （会议） 60多场； 编写完成
了 《北京市老龄办系统安全稳定
工作长效机制》 一书， 补充完善
了老龄办系统安全稳定工作制度
体系， 老龄办系统各项应急救援
预案、 应急救援体系及行政规章
制度日趋完善。

民政十佳复员转业军人展风采
□本报记者 盛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