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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将研究调整街道规模设置
152 位街道办主任今起集中受训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本报讯（记者叶晓彦）今天上午，全
市 152 位街道办事处主任齐聚一堂，开
启为期两天的街道工作专题培训，市委
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将通过政策解读、专
家辅导、分组讨论、经验交流等方式，全
面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的意
见》，协助街道办事处更好地发挥主体作
用，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目前全市共有 152 个街道办事处，
辖区面积大于 20 平方公里的有 12 个，
小于 3 平方公里的有 29 个。其中，面积
最大的是门头沟区大台街道办事处，辖
区面积 81 平方公里，最小的是房山区星
城街道办事处，辖区面积只有 0.8 平方
公里。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随着社会的发展，北京城区面积
由上世纪 90 年代的 400 多平方公里，扩
大到现在近 1200 平方公里，人口从 700

万增加到 2100 万多。虽然北京城市面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北京城市管理
体制、运行机制和治理方式仍存在一些不
适应的地方，比如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
地区环境脏乱、违法建设、乱设摊点、车辆
乱停乱放等城市顽疾还没有根本解决。同
时，社区形态也在发生着变化，传统的“熟
人社区”越来越少，
速成的
“陌生社区”越来
越多，很难凝聚居民共识，建成生活共同
体。应对新时代的新问题，迫切需要提高
街道工作水平。
这位负责人介绍，
目前，
街道工作面临
着一些问题。
“2009 年，全国人大宣布废止
1954 年颁布的《街道办事处条例》，街道办
事处作为城市管理的基础层级，究竟应该
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哪些事情，
没有了明
确的法律规定。”因此也就出现了
“越位”和
“缺位”，街道包揽了一些应由职能政府部

密云白河城市森林公园8月建成
本报讯 密云区占地 1800 亩的白河
城市森林公园正在紧张建设中，目前已
完成土方工程，栽植大乔木 2 万余株，苗
木栽植完成总量的 50%以上，全部建设
工程计划于今年 8 月完成。
白河城市森林公园建设是密云区去年
的十大重点工程之一。公园在设计上将

山、
水、
林、
田、
湖、
草等元素融为一体，
依园区
周边地形走势，
打造群山环抱、
水脉汇集的独
特景观。公园绿地面积占90%以上，
水系建
设将设置上、
中、
下游3个水面。上游是适合
儿童夏日戏水的浅水平台；
中游是较大的湖
面，
并在水下设置防护网，
冬日将成为冰上运
动场地；
下游水面功能为净化水质。

首图文化活动信息

门承担的职能，一些本应由街道履行的职
能却未能履行。街道内设机构过多过细，
一般街道设置 25 个左右的职能科室，多的
甚至达到 30 多个，
而且科室间界限分明，
信
息、资源连接不畅，
降低了工作效率。街道
办事处规模不统一，
特别是中心城区，
集中
了多个辖区面积仅1平方公里左右的微型街
道。
“人口少、面积小的街道工作量小，
街道
的部门设置、工作人员配置却不能少；
人口
多、
面积大的街道工作量大，
人员配置、
机构
设置一样，
任务重、
工作量多，
造成了冷热不
均、
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的不正常现象。”
另外，
街道办事处应该是执行政府决策
和为辖区单位居民提供服务的机构，
但在实
践中却承担着城市管理、社区服务、优抚救
济、社会治安、文教卫生、计划生育、司法调
解、
群众生活等数十大类的任务。基层工作
者曾形象地说，
街道办事处上管天（环保）、

下管地（环境卫生）、既管老（老龄工作）、
又管小（托幼）、
管生（计划生育）、
管死（殡
葬改革）、
管救济，
还管教育和安置。
针对这些问题，全市街道正在进行
“大部门制”
改革，
每个街道一般设置 6 个
内设机构、1 个综合执法机构和 3 个事业
单位；
逐步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真正使
街道既
“看得见”，也
“管得了”。同时，
本
市正在研究起草《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
今年下半年将报市人大审议，
“立法的重
点就是理顺条块关系，
明确好街道职责定
位。
”
此外，
本市还将优化调整行政区划设
置。针对部分街道大小失衡、
力量不均的
问题，
统筹考虑人口规模密度、
地域面积、
人文历史、
街区功能、
居民认同感等因素，
各区将主动研究调整街道规模设置，同
时适应城市化发展需要，稳妥推进地区
办事处向街道办事处转制。

西城开拆圣祚隆长寺违建
乾隆御笔石碑 10 天后亮出

（2019年4月下）

■温馨提示：
首都图书馆举办的各项讲座、展览、培训等均为公益性活动，
读者可免费参加。
活动详情请致电 67358114-2102 或登录首图网站 www.clcn.net.cn、关注微信公
众号（shoutu1913）了解。

★首图讲坛·乡土课堂

讲座：
“四库全书系列讲座”之一：千
秋记忆——《四库全书》与文化传承
时间：
2019 年 4 月 20 日（周六）9:30
地点：
首图 B 座四层第一影院
嘉宾：陈晓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
学院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
导师
讲座：
“四库全书系列讲座”之二：万
世功过——四库总裁乾隆
时间：
2019 年 4 月 27 日（周六）9:30
地点：
首图 B 座四层第一影院
嘉宾：郑云艳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史学研究所讲师

★首图讲坛·社科讲堂
讲座：
清末新政何以未能挽救清王朝
时间：
2019年4月27日（周六）15:00
地点：
首图 B 座四层第一影院
嘉宾：崔志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本场讲座将梳理清末新政的
背景、过程、内容、影响等，从中得以看到
这段历史的不同层面。

★首图讲坛·首都科学讲堂
讲座：美丽的蓝色国土——我国海
洋环境建设与保护
时间：
2019 年 4 月 21 日（周日）9:30
地点：
首都图书馆 B 座第一影院

嘉宾：郭志慧 北京市环保明星；吴
海成 自然资源部高级工程师、中国科
协首席科技传播专家
内容：讲座倡导大家关注海洋健康，
守护蔚蓝星球！
讲座：乡村振兴之路
时间：2019 年 4 月 28 日（周日）9:30
地点：首都图书馆 B 座第一影院
嘉宾：蒋高明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研究员
内容：本讲座针对乡村振兴的若干
问题，从生态学视角出发，介绍了乡村振
兴的产业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农民就业
等热点问题。

★数字阅读俱乐部·电子书悦
读季

本报讯（记者张骜）飞檐斗拱的大殿
被违建包围，
各种电线在房屋间缠绕，
垃
圾堆放在违建房一侧，与古朴的寺庙大
殿十分不协调。今天上午，在西四北三
条 3 号圣祚隆长寺,新街口街道联合西
城区文化和旅游局、新街口房管所,启动
对圣祚隆长寺平房院的整治提升。随着
一声号令，
喷雾炮、吊车和锹镐的声音交
错起来，
几个违建房应声而倒。
圣祚隆长寺建于明万历四十五年，
距今已有 400 余年。该寺于清朝乾隆二
十一年重修,寺的山门上有残缺石门额，
上可辨“敕建护国圣祚隆长寺”几个字。
该寺原来的结构，
一进为天王殿,二进是
大千佛殿,还有后殿和左右配殿。该寺
的钟鼓楼已遭拆除，
其余殿宇均尚存,大

千佛殿内的铜五方佛已迁移至法源寺
供奉，
其余佛像均无存。
“燕都四百载，
梵宇数盈千。自不无颓废，岂能尽弃
捐。闲因为葺筑，亦以近街鄽。重见
金轮焕，成诗纪岁年。”在院内的一处
平房，乾隆御笔亲书的诗文碑居然被
镶嵌在墙里。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里原有 45 户
人家，院落内共存有违法建设大小约
90 余处 1200 余平方米。目前，院内
居民已经全部疏解。
“ 圣祚隆长寺是
西城区今年重点提升的区级文物之
一 。 此 次 拆 违 预 计 将 持 续 10 天 左
右，等违建拆除后，寺庙的前、中、后
大殿将全部亮出，乾隆御笔诗文碑也
将独立亮出。”
阎彤 摄

培训：中华连环画数字图书馆资源
介绍
时 间 ：2019 年 4 月 19 日（周 五）
14:00-15:00
地点：首图 B 座二层数字文化样板
间数字阅读区
讲师：吴娟 神州共享讲师
内容：
《中华连环画数字图书馆》将我
国优秀的连环画作
品进行数字化加
工 ，在 图 书 馆 为 大
众读者提供数字化
阅读。
报 名 电 话 ：
67358114-8133

北下关开拆7社区600余个地锁
本报讯（记者叶晓彦 通讯员侯祎飞）
海淀区北下关街道今天启动对交大东路
34 号院等 7 个社区内 600 余个违规地锁
的拆除。同日，
曙光街道也针对远大路、
世纪城远大南一街等多处底商门前存在
的私装地桩、
地锁进行了集中拆除。
交大东路 34 号院面积不大，只有一
栋居民住宅楼,私装地锁有 70 余个。此
次拆锁行动将全部采取人工施工的方式
进行,对于地锁上停留的车辆，
联合执法
组特意准备了车辆移位器，先将车辆移

出原有车位，
待将地锁拆除后，
再将车
辆移回原位，
保证拆锁行动不留死角。
北下关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按照整治排期，
街道将分批对地区
皂南社区等 7 个社区开展拆除地锁整
治 行 动 ，累 计 拆 除 社 区 内 违 规 地 锁
600 余个，实现辖区违规地锁全面动
态清零。同时，针对群众举报及日常
巡查中发现的各类违规地锁反弹情
况，
严格按照
“发现一处，
拆除一处”原
则，
避免后期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