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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市属媒体“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京华大地调研行来我区集中采访

打造精品民宿打造精品民宿 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

变迁发展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闻媒体采访团实地体验基层群众感受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8月9日
下午，中央、市属十余家媒体的记
者“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京华大
地调研行来我区集中采访。

座谈会上，区委书记张力兵向
记者们通报了新中国成立70年、改
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
变革、成就和经验。

张力兵在讲话中说，门头沟区
高质量推动绿色发展，打造“绿水青
山门头沟”城市名片和“红色门头
沟”党建，推动生态富民，城乡面貌
焕然一新，群众生活持续改善，现代

化生态新区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张力兵表示，回顾70年的奋斗

历程，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市委、市
政府的关心支持，始终是我们各项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区一
是必须坚持践行“两山”理论不动
摇，建好“绿水青山门头沟”，当好

“两山”理论守护人，争当生态文明
建设的首都样板，推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进一步在门头沟形成生
动实践。二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动摇，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低收入精准帮扶、棚户
区改造”三大攻坚战，办好“编制新

城控规和镇域规划、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抓好疏整促专项行动、稳妥
推进机构改革”四件大事，培育壮
大“文旅体验、科创智能、医药健
康”三大产业，全力推进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国家森林城市、基本无
违建区、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区，
以及国家卫生区复审和全国“双
拥”模范城“四连冠”“六城联创”，
推动全区人民在绿色发展中享受
到更多实惠。三是必须坚持深化
改革创新不动摇，持续推进教育、
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改革，持续
深化“吹哨报到”“接诉即办”等机

制建设，持续探索“点状供地”、集
体土地利用审批等创新举措，持续
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治理水平，推
动地区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更大
成效。四是必须坚持打造“红色门
头沟”党建品牌不动摇，传承好红
色基因、发挥好红色优势，全力推
进“红色门头沟”党建“1179”工程，
推动党员干部持续在各项工作中

“创首善、争一流”，以更加一流的
业绩，当好“两山”理论守护人，以
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区领导张金玲、王建华及区有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北京第
一高峰的灵山脚下，一排排白墙青
瓦、檐角飞扬的二层小楼鳞次栉比，
房子的外形、结构规格统一，显然经
过精心的规划设计。清水镇洪水口
村党支部书记于广云说：“我们在保
护生态的前提下，利用闲置农宅开
发民宿，已经把整个村打造成为民

宿旅游专业村。”如今的洪水口村通
过村庄整体改造，家家户户都干起
了民宿接待。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给我区的农
村带来了后发优势和新生活力，像洪
水口村这样的村在我区还有很多。
他们利用村内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村
民舒适感爆棚的服务理念，吸引了大

批游客前来休闲纳凉、亲近大自然。
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

人气，还有村民的增收，在洪水口村
党支部的带领下，全村采取股份合
作制，先后成立了聚灵峡景区、二帝
山景区等6个股份合作组织。全村
户户入股，人人分红，2018年每位
村民都拿到了7000元的红利，年收
入最多的家庭超过了50万元。于
广云在采访中告诉记者：“我们将继
续努力把村里的环境治理的更好，
让游客有的玩、有的吃，来了一次还
想来第二次。”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洪水口村
成为了我区的典范，2008年被评为
北京市最美乡村，2014年获得“中
国最美休闲乡村”的殊荣。说起来，
洪水口只不过是清水镇建设美丽乡
村的一个缩影。自从2008年产业
结构调整以来，清水镇关闭全部煤
矿，先后退出畜、禽养殖业，毅然扛
起了生态涵养
的重担，当好

“看山人”，守住
“金饭碗”。

“清水镇结
合低收入帮扶，
根据地区特点优
势，发展精品农

业、蜜蜂养殖、中草药种植、高端民宿
等绿色产业，主动探索‘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的现实途径’，建立‘公司+
村集体’利益联结机制，确保产业兴、百
姓富。”清水镇副镇长苏会会说。

据了解，近两年，我区把精品民
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
收致富的重要抓手，紧紧抓住与西
城区结对的契机，撬动社会资本投
资，与村集体合作，共同打造精品民
宿和主题田园综合体。

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康鹏遥
表示，不久前，我区举办了民宿发展
论坛暨资源推介活动，成功推动了
9个村落的民宿新项目签约落地或
达成意向合作。其中，有7家已经
开工建设。下一步，区文化和旅游
局将继续加大政策宣传推介和招商
引资力度，吸引更多的精品民宿落
地我区，帮助农民当好“看山人”，守
住“金饭碗”。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中央、市
属多家媒体记者日前到我区开展了
为期两天的“国庆70周年”集中采
访活动。活动分别围绕红色党建、
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永定河生态治理主题，到我区清水、
雁翅和妙峰山镇实地采访，切身感
受村庄和生态环境发展变化。

在雁翅镇田庄村，记者们采访
了我区打造“红色门头沟”党建品牌
情况；在清水镇洪水口村，记者们走
进民居，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了解
美丽乡村建设、精品民宿及生态富
民相关工作。

北京电视台记者郭艳红说：“我

是第一次来到洪水口村，刚才采访
了一位民宿户张阿姨，在与她聊天
的过程中，我切实感受到了绿水青
山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实惠。同时，
我也希望通过北京电视台的这次报
道，能让更多的观众认识这个美丽
的小村庄。”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永定河生态
治理主题中，采访团一行分别到水
峪嘴村和龙泉湾，采访废弃矿山生
态修复治理和永定河生态治理情况
及治理成效。我区近年来在生态建
设、环境保护、红色党建、文旅体验
产业等方面的发展，给他们留下了
深刻印象。

本报讯（记者 屈媛）8 月 8日
晚，副区长张翠萍带队，以“四不两
直”的方式检查我区施工工地、道路
扬尘治理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物
料堆放不覆盖、作业道路不硬化等
问题，责令区相关部门予以处罚。

张翠萍强调，区相关部门、镇
街要全面开展“迎国庆、治污染、
保环境”污染防治攻坚60天专项
执法行动，坚持问题导向，严格落
实扬尘精细化管控措施，紧紧围
绕扬尘治理要求，加强渣土车违

规上路、道路遗撒等环境违法行
为的整治。

她强调，施工工地要严格落实
物料堆放覆盖、路面硬化、出入车
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等工
作，相关单位要保持对在施工地、
违规渣土场、重型柴油车和渣土
车等违规上路车辆的高压执法态
势，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扬尘污
染问题，将督促相关责任单位整
改到位，全力提高道路的清洁度，
降低扬尘污染。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8月 10
日下午，区政府召开疏解整治促提
升专项行动调度会暨“防反弹”工作
部署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陆晓光，区委
常委、副区长张兴胜，副区长赵北
亭、张翠萍出席会议。

会上，区发展改革委汇报了
2019年全市群众满意度调查情况
和全区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工作成效并部署了下一步工作，区
相关部门及镇街负责人汇报了本
部门、辖区分项任务完成情况。

付兆庚指出，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是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改
善百姓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区
相关部门、镇街要继续围绕城市更
新、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群众受益
等目标，围绕察访验收持续发力，
聚焦重点领域准确发力，严防严查
新生违建，加大执法处罚力度，抓
紧补齐短板，强化品质提升，做好

“防反弹”工作。要加强宣传引导
营造影响力，加大对相关敏感舆情
的研判，充分利用“吹哨报到”“接
诉即办”机制，把工作落细、落小，
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为新中国
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据了解，根据全区民意调查结
果显示，我区居民对开展疏解整治
促提升专项行动总体满意度为
97.3%，全市排名第三，对工作成效
好评度92%，全市排名第二。1月

至7月，12345市民热线涉及“疏整
促”任务派单量共计1812件，占全
市1.57%。

在《居住地周边改善感受认可
度》统计表中，城市风貌、城市秩
序、卫生状况、文化服务、生活服务
品质、生活便利几项内容，我区在
全市排名中均位居上游，社区共
建、共治、共享和健身休闲两项内
容，在全市排名第一。

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市级上
账任务涉及我区的6类13小项任
务中，三项任务超额完成指标：治
理违法建设完成73.1万平方米，完
成市级任务进度的365%；“留白增
绿”面积21公顷，完成市级任务进
度的115.7%等。

另外十项任务也均已按进度
要求全部完成：清理整治占道经营
重点点位9个；取缔无证无照经营
19户；“开墙打洞”整治点位3户；疏
解一般制造业企业2家；群租房整
治完成175户；“散乱污”企业清理整
治保持动态清零；“商改住”相关工作
持续开展；市场改造提升1家；建设
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41个等。

下一步，我区“疏整促”工作将
强化“稳”字当头，突出主动治理，
精准、有效、高质的推进各项措施
落地实施，抓牢排除重点问题和

“防反弹”两项工作，确保困扰百姓
生活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优异
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本报讯（记者 屈媛）8月9日上
午，我区举办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
培训会。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彭
利锋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张金玲主持会议。

培训会上，浙江省丽水市文
明办城市处处长夏贻索就关于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介绍了几个基本
要点和工作中的几点看法，以及
丽水在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中的经验和体会；浙江省丽水

市莲都区文明办围绕完善机制、
网格管理、营造氛围、“推进城市
治理，提升城市形象”四方面介绍
了街道、社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工作经验。莲都区提出的建立创
建任务落实机制、落实创建考核
奖惩机制，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宣传，开展系列
整治、建设项目，为我区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提供了良好借鉴。

副区长张翠萍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8月 13日，前一晚的风雨过后，天空
放晴，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彩，让人心旷神怡。许多市民都趁
着这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来到定都峰景区，登高远望，俯瞰京
城全貌。

站在定都阁向东望去，正在修建的长安街西延长线笔直壮
观，永定、门城地区的建筑物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再看天空连绵
的白云时聚时散，聚时遮天蔽日，散时碧空如洗，蓝天、白云在满
山绿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通透。许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都趁着
这个难得的好天气来到定都阁景区，感受登高远望的乐趣。

“昨天下雨，想着今天会是一个好天气，所以一大早就赶到这
儿想拍一些素材。定都阁能看北京城全貌，但现在云还有点多，
我打算在这等一天，看看傍晚的时候会不会更好一点。”一位摄影
爱好者边摆弄着手中的摄影器材边说。

定都阁位于海拔 680米的定都峰上，正处在长安街向西的
延长线上，是传说中“燕王喜登定都峰，刘伯温一夜建北京”的
所在地。近年来，我区不断完善景区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如
今的定都峰周边绿树成片，由于可俯瞰北京城，许多游客慕名
而来，已成为集观光休闲、养生度假于一体的知名景区。

我区举办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培训会

区领导带队检查
施工工地、道路扬尘治理情况

本报讯（记者 杨铮）8月13日，
副区长庆兆珅带队检查门城地区环
境卫生情况。

庆兆珅一行先后到城子街道蓝
龙胜境嘉苑、城子东街、泰安路与石
坦璐交叉口东侧多地，查看了社区
环境卫生整治、有无堆物堆料、垃圾
处理、违规广告牌匾等情况。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相关单位立
即整改。

庆兆珅强调，要始终坚持以问
题为导向，强化责任落实，各部门、
属地镇街要继续落实长效机制，加
大宣传教育力度，广泛发动群众参与
环境卫生整治，辖区负责人及有关部
门要切实加大管理和执法力度，对各
种环境问题立即整改、不留死角，做
到定期清理，同时加大城区环境卫生
清扫保洁力度，加强日常巡查频次，
确保环境整治工作持续有效。

区领导带队检查门城地区环境卫生情况

区政府召开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调度会
暨“防反弹”工作部署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