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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创30条”科研、上市、融资政策“三箭”齐发

石门营四区

开展暑期学生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我区完成禽畜产品
和水产品专项抽检工作

我区在全市殡葬行业
率先引进尾气治理技术

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全力保障政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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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新建和规范提升便民商业网点65个
本报讯（记者 王腾）截至今年6

月底，我区新建和规范提升蔬菜零
售、便利店、早餐、洗染、美容美发、
家政、末端配送和再生资源回收等
基本便民商业网点65个。其中社
区居民最关心和需求量最大的蔬菜
零售网点21个，早餐网点9个。便
民服务网点覆盖73个社区，覆盖率
达到 58.8%，网点连锁化率达到
24.8%，让百姓生活的更舒心、更便
利。

据悉，我区开展疏解整治促提
升工作，结合社区百姓需求，将经营
面积2400平米的原好旺超市提升
为社区便民服务综合体。家住在承
泽苑的郝阿姨告诉记者：“这周边有

四个社区，我们都一直在这里买东
西，除了有蔬菜、主副食、日常生活
用品以外，现在还增加了洗衣、维
修、家政等服务，让我们的生活更便
利了。周边的一些小摊小贩也都没
了，看着也更爽利，更舒心了。”

记者从区商务委了解到，为统
筹做好疏解整治与品质提升工作，
保障社区居民基本服务需求，确保
疏解整治工作与便民服务品质提升
协调发展，相关部门出台了《门头沟
区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行动计
划》，细化行动分工；以市级政策为
抓手，促进“规范化、连锁化、便利
化、品牌化、特色化”发展；抓岗位培
训，用技能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开展

以赛代训提升岗位技能活动，通过
专业理论和实操技能比拼，提高行
业从业人员素质。

“我们将多渠道听取群众意见，
及时跟踪解决居民生活不便问题。”
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积极
利用非首都功能疏解腾退空间，因
地制宜，补足便民服务设施，优先布
局发展符合‘五化’发展方向的生活
性服务业网点，保障周边居民的基
本服务需求。”

下一步，区商委将
多措并举，解决社区服
务最后五百米，进一步
丰富“一刻钟社区服务
圈”的服务内容，着力

提高生活性服务业“五化”发展水
平，提升蔬菜零售、便利店(超市)、早
餐等基本便民商业服务的社区覆盖
率，不断增强百姓生活的便利性；着
力打造社区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
一站式提供蔬菜零售、早餐、便利店
等居民所需的基本服务，搭载家政、
维修等服务内容。同时，助推“互联
网+”与生活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本报讯（记者 王腾）夏日炎
炎，戒台寺下院里的古建筑修缮工
人依然在加班加点的忙碌着。

“现在做的工序是‘一麻五
灰’，然后上桐油、打磨抛光，再上
油漆，就算齐活儿了，这都是古建
筑传统工艺修缮的标准流程。”正
在修缮的工人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院内格局有些变

化，院门朝向变了，东面一排房子
被拆。戒台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我们修缮的原则就是‘以最小
的干预，修旧如旧’，院门朝向等问
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为方便
后改的，现在修缮后的格局是经过
相关部门研究后恢复的历史原貌，
充分保护了戒台寺的真实性和完
整性。”

据悉，戒台寺下院是一座独立
的四合院，是戒台寺内非常重要的
一个文物单位，院内南、西、北各有
房三间，均为硬山式，在历史上是
僧人的寮房。下院作为寺内附属
用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建筑做
法融合了京西门头沟一带地方建
筑的建筑风格，成为研究北方地区
寺庙建筑的依据，具有一定的科学

价值。
戒台寺相关负责人说：“戒台

寺下院从 3 月份开始修缮，历经 5
个月的时间，目前已经完工 90%，
有望 8月底完工。下一步，将进行
周围的环境整治，进行绿化和内部
装饰。戒台寺下院将恢复原来的
功能，作为传统古建筑四合院展示
及游客的服务与接待。”

本报讯（通讯员 崔爱静）截止8
月10日，有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
发、生产服务计划的企业，可以获得
不超过50万元一般科研项目支持
资金扶持，申报重大科技研发项目
可以获得不超过300万元项目支持
资金；2016年获得新三板挂牌企业
可以获得不超过60万元一次性补
贴奖励；2016年优秀人才融资企业
可以获得一次性不超过50万元贴
息政策……

为满足园区企业在科研、上市、

融资方面的政策需求，增强企业竞
争软实力，培育发展新业态、新动
能，日前，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产业
促进部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人才
服务“三大政策”的基础上，一次性
发布了三项“门创30条”实施方案，
即鼓励创新创业企业科技创新部
分、优秀人才企业融资支持部分、上
市融资部分申报工作。

三项实施方案根据区内企业科
技创新、企业发展和人才队伍现状，
在充分征求产业促进联席会、区内

企业、各类人才的意见建议的基础
上，三易其稿、精心修订，创造性制
定了特色鲜明的门头沟园扶持政
策。方案采用“市级条款+区级条
款”的表述形式，对各项措施条款逐
项进行深化、细化、具体化，确保每
一项政策都能在区内和园区迅速落
地并发挥实效，为中关村门头沟科
技园创新创业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助
力和重要支撑。

自“门创30条”政策发布实施
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始终瞄准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痛
点，集中释放相关政策红利，举全区
之力为扎根园区的企业和投身全区
建设发展的人才提供优越的发展环
境，为全区打造创新创业集聚区注
入新的强劲动力。以遨博智能、夏
禾科技、七芯中创、智慧云测、九星
智元、沙东生物为代表的创新创业
企业正在从“跟跑”向“领跑”转变，
为园区企业的发展树立了典型、明
确了方向。

本报讯（通讯员 吕梦欣）根据
市食药局《关于开展2017年全市
畜禽鲜蛋产品和水产品专项整治
工作的通知》工作部署，日前，区食
药局继续开展第三阶段餐饮服务
环节畜禽产品和水产品专项抽检
工作。累计抽取生鲜牛羊肉、生鲜
羊肉片、禽肉、猪肉及副产品、水产
品、养鱼池水等共计26个批次，按
时完成第三阶段工作任务。

此次专项抽检工作按照区食
药局工作任务分配表开展，抽检区
域涉及深山区、浅山区及门城地

区，抽检业态包括大型餐饮、中型
餐饮、小型餐饮、单位食堂，抽检过
程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采样、封
样，目前所有样本均已送往北京市
食品安全监督和风险评估中心进
行检测。抽检同时，区食药局执法
人员还对餐饮企业的供货商资质、
采购原材料票据及肉类检验检疫
合格证明进行查验，并要求餐饮企
业严格按照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进
行管理，确保产品来源可追溯。

下一步，区食药局将依法对抽
检不合格的餐饮企业进行查处。

本报讯（通讯员 张岩 陈永）
日前，笔者从我区殡仪馆了解到，
原来两台旧的尾气处理设备已经
被新的设备所取代，基本看不到
有烟气排出。该尾气治理设备项
目于今年3月份完工并投入使用，
经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检测结
果显示，各项排放指数均优于《火
葬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北京
地方标准，为北京环境治理贡献一
片蓝天。

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引进该技术用于治理区殡仪
馆尾气在我市殡葬行业尚属首
次。”据了解，我区殡仪馆火化机尾
气治理设备项目启动于2016年，
经区政府采购中心进行招投标，由
蚌埠市安华工贸有限公司中标负

责制造安装调试。该项目尾气治
理设备采用的SCO双效催化降解
去除二噁英技术引自德国，由清华
大学与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技术转
移促进中心（TTPC）共同研发，没有
二次污染，效率高，运行成本低，寿
命长。经检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所达
的各项指标均优于北京市地方标
准，其中二噁英类毒性当量（TEQ）
质量浓度为0.049ng/Nm3。

目前，北京市火葬场大气污染
物排放采用欧盟排放标准，即二噁
英排放浓度小于 0.1ng—TEQ/
Nm3。此排放值在北京市同行业
首屈一指，此项技术的运用也为殡
葬行业尾气排放治理方式提供新
的方向，以更节能，更环保的方式
治理大气污染，实现了无烟无味。

本报讯（通讯员赵志君）近日，
为增强社区青少年的安全知识和
安全防范意识，减少和防止暑期安
全事故的发生，让他们度过一个安
全、快乐的假期，东辛房街道石门营
四区开展了暑期学生安全教育宣
传，此次活动共有17名学生参加。

活动开始，社区干部首先为学
生们讲解了暑期安全的重要性和
注意事项，如交通安全、防火安全、
饮食安全、暑期户外活动需要注意
的安全问题及如何提高自我防范
能力，在场的学生们个个听得津津

有味。接着，由艺优艺术培训中心
的付老师为孩子们讲解井盖涂鸦
设计，这种涂鸦可以让井盖更加突
出，提醒路人注意安全。孩子们有
的拿着选好的图案，有的自己发挥
想象，用画笔在纸上的圆形里勾勒
出大概的轮廓，然后再用彩笔上
色，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
笑容。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大大增
强了社区青少年的安全防范意识
和自我保护意识，为他们营造了一
个安全、平安、快乐的暑假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台莹莹）为培
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
诚信友善的传统美德，日前，城子
街道桥东社区举办暑期青少年国
学讲座，来自本社区的30余名青
少年参加了这次活动，共同学习诚
信这一传统美德。

讲座是从《三字经》的讲解开
始，老师通过详细讲解原句意思和
古代小故事向青少年朋友阐释了
《三字经》中的积极向上的诚信精
神，并利用身边案例引导广大青少
年要从小事做起，在社会交往、人
际交往中讲诚信，做个诚信公民。

本次讲座受到广大家长和青

少年的广泛好评，纷纷表示这堂课
讲得很生动，很受启发。授课老师
介绍：从小让孩子们受到国学的熏
陶，学习礼义仁等国学经典读篇，
让孩子们在儒雅友好的环境中长
大，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具有重要
的启蒙意义。立身先立人，立身的
根本是要先学会做人。做人的根
本先要学会礼义廉耻，这正是国学
启蒙的意义所在。

社区希望通过这个“国学讲
座“在社区居民、青少年中树立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谐文明
社区，促进社区居民幸福指数的稳
步提升，让社区产生更多正能量。

桥东社区青少年国学大课堂开讲

撸起袖子加油干
疏解整治促提升

疏解整治 不忘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