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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第1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蜀道之难大改观

龙泉镇政务服务中心
小窗口展现大情怀

徒步古道古村落 引领休闲新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茹）
近日，东辛房街道对矿建街

社区 355 号院 9 处 392.1 平

方米的历史遗留违法建设

进行了拆除。

据了解，此处历史遗留

违法建设始建于 2012 年且

处于棚改区域内。所建违法

建设用于外地租客长期居

住，房屋搭建简陋，年久失

修，墙体出现断裂，私接电线

零乱，存在安全隐患。同时，

临建房屋周边卫生环境“脏、

乱、差”，极易滋生卫生安全

问题。

为贯彻落实我区统筹

“六城联创”工作方案工作

部署，切实维护北京市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秩序，实现我

区“基本无违建区创建”工

作目标，东辛房街道将继续

加大辖区内的违法建设拆

除力度。针对此种现象，该

街道对此处违建当事人进

行了为期4个月的政策宣传

和法律法规教育，最终将其

拆除。

东辛房街道拆除矿建街一处违建

我区举办水文化论坛
助推旅游业发展

华远杯第十届北京国际
山地徒步大会斋堂站举办

聚焦绿色发展 实现生态富民

我区发布民宿政策“服务包”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漫步水

库风光，回顾红色记忆，探访历史名

村，尽享自然生态。9月 7日至 8

日，华远杯第十届北京国际山地徒

步大会斋堂站举办。来自20多个

国家近5000名徒步爱好者相约我

区，在山水间共同演绎一场国际山

地运动的盛宴。

第十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

斋堂站共设三条徒步线路，包括9月

7日的10公里红色之旅徒步路线、

20公里水库风情徒步路线与9月8

日的20公里京西古村徒步路线。三

条路线既包含高山秀水的自然风光，

也涵盖了红色抗战的人文景观，是难

得的京西运动休闲文化体验。

斋堂站是徒步大会发源时间

最早、路线丰富，参与人数众多的分

站。第十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

在保留水库风情与红色之旅两条经

典线路的基础上，开发了新路线“京

西古村”。爨底下民俗村是国家3A

级景区，因在明代“爨里安口”（当地

人称爨头）下方得名。现保存着

500间70余套明清时代的四合院民

居，村分上下两层，高低错落线条清

晰，被称为北京地区的“布达拉宫”，

村后3公里处，有古道“一线天”。

参赛者将在徒步中品味爨底下村深

厚的文化底蕴，如穿越般体验古今

文化，尽情畅游京西风光。

除了20公里京西古村徒步路

线外，另外两条经典线路也是各有

风采。10公里红色之旅徒步路线

途经马栏村古戏台、马栏水库、淑秀

种植园等景点。在萧克将军领导的

冀热察挺进军驻扎和生活的马栏

村，切身体会到新时期红色遗址里

的百姓生活，回眸红色岁月，铭记中

华优秀儿女浴血奋战的历史。20公

里水库风情徒步路线将途经大三里

古村落影视基地、斋堂水库等景点，

秋季的湖光山色使人远离城市的喧

嚣，带领徒步爱好者尽情领略京西

自然生态之美。

徒步爱好者们可通过手机微信

公众号进行计时，关注官方公众号

“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可实时

查看自己的行进时间，徒步结束查

看电子证书即会一键生成带有自己名

字、参赛号及成绩的电子完赛证书。

此外，本次大会还设计了《徒步

护照》，持有护照的徒步者在完赛后

可以盖上大会精心设计的印章，为

参与本次徒步大会留下美好印记。

参加往届徒步大会的参赛者可凭以

往历届徒步大会的完赛证书、纪念

章、服装、号码布等，加盖当次徒步

大会印章。

徒步大会作为群众性国际品牌

体育活动，不仅是我区一年一度的

体育盛会，更是徒步爱好者的嘉年

华，大会举办期间各种活动筹备异

彩纷呈，为徒步嘉年华增添了节日

气氛。

徒步大会起、终点现场都设置

了微信打印区，参赛者可通过微信

公众号现场打印照片，定格比赛精

彩一刻。大会期间，华远集团在会

场及沿途准备了多样合影板、幸运

大转盘、VR体验、智慧家居互动、

3D城市展等一系列创意活动，与徒

步爱好者友好互动。丰富多彩的活

动，让徒步爱好者们在运动过程中

休息放松，在享受徒步时光的同时，

体验休闲快乐的美好时光。

1952年 7月1日，西南军区司

令员贺龙在成都火车站成渝铁路通

车典礼上将红绸彩带用力一剪，标

志着“蜀道难”的历史从此改变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

国从清末即开始在四川筹建铁路，

民国时期也曾几次筹划，但延宕至

新中国成立，川渝大地还是没有一

寸铁轨。

1950年，成都、重庆刚刚解放

不久，中央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

同年6月，3万多解放军官兵带着未

尽的硝烟，投入了筑路的战斗。随

后，铁路沿线的农民也纷纷加入筑

路大军。

成渝铁路动工之初，最大的困难

是没有枕木。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几

十个县发动了献卖木料的运动。成

渝铁路所需要的钢轨和配件，国营某

钢铁厂制造出来了。道钉、道岔和某

些机器，重庆400多家私营钢铁厂承

担起来了。十万劳动大军所需要的

工具，重庆相关工厂的职工包做了。

过去铁路上用的从美国买来的火药，

西南的工厂自己能够制造了。完全

用本国的器材修筑铁路，在我国铁路

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成渝铁路的修建带动了当地工

农业的发展。许多停工半停工的工

厂恢复了生产，失业工人找到了工

作，贫苦农民通过献卖木料、参加筑

路增加了收入。这使沿线人民更加

热爱自己的铁路，筑路

民工更加尽心地为铁

路服务。民工提出口

号：“保证火车不在我

做的路基上出事故！”沿线农民组织

起护路队，许多妇女深更半夜还在

线路上护守巡逻。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形成了新

的交通系统，密切了城乡之间的联

系，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为西南的

工业化建设铺平了道路。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

我区正式发布了民宿政策“服务

包”，针对民宿项目申报、房屋流

转、财政评审、建筑许可、联合开

办等10余项流程进行了图解梳

理。通过制定合作协议模板，形

成政策综合“服务包”，为民宿企

业提供简明、清晰、操作性强的

工具书。

目前，我区已有30余个村落

具备发展精品民宿的条件和意

向，其中清水小龙门、雁翅山神

庙、斋堂法城等8个村集体已和

投资企业签署开发协议。目前，

全区正常营业及正在建设的精

品民宿项目共有24家，项目投资

总额在10亿元以上，盘活农宅

200余户，总体接待能力在千人

左右。

接下来，我区将积极探索农

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鼓励

农户将闲置宅基地使用权通过

有限年期转让、入股、合作等方

式进行流转，在“多规合一”的基

础上实现精细用地，实现精品民

宿的点状布局和垂直开发。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

由区文化和旅游局指导，区旅游

行业协会、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

会等主办的“渤海·黄河·永定

河·淮河文化论坛”在房山区圣

莲山景区举办。

本次论坛围绕水文化展

开，通过对渤海、黄河、永定河、

淮河生态和文化系统的研究，

深入理解流域文明一体化的基

本特征。与会专家学者共同表

示，要做好河流综合治理和生

态修复系统工程，为建设生态

环境和发展生态产业，提供生

态保障，同时，要将流域文明与

文旅产业发展相结合，推动文

旅产业发展。

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刘贵

清说：“我们将利用这个论坛，

大力发掘我区永定河文化。利

用永定河文化，来彰显我区文

化的特点。把文化资源变成我

区的旅游资源，真正使旅游业

成为我区发展的一个支撑点。”

本报讯（通讯员 梁盼）近

日，龙泉镇接到了市政服务热线

“12345”平台的《表扬信》。市民

张先生对该镇政务中心综合窗

口员工的服务态度及专业性给

予了肯定，感谢工作人员提供的

优质高效服务。

市民张先生到龙泉镇政务

服务中心办理“经营场所证明”

事项，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热情全

面的为其解答了咨询的问题，并

且快速的办理了其所要办理的

业务，张先生非常满意。

前来办事的市民一来到龙

泉镇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

口，工作人员就上前亲切地问

道：“您好，请问您办理什么业

务？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

您的？”如此亲切的问候和贴心

的服务让每位办事人员都感觉

很贴心。

自龙泉镇政务服务中心成

立以来，服务设施、服务机制、服

务流程、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服

务规范都实行标准化建设，致力

于让办事群众享受更为优质高

效政务服务。该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勤政务实、便民高效是该

镇政务服务中心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龙泉镇政务服务中心窗

口工作人员既要做好本职工作，

还要让群众满意。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市排名市排名市排名市排名 区排名区排名区排名区排名 镇街镇街镇街镇街 PM2.5PM2.5PM2.5PM2.5浓度浓度浓度浓度

222 1 东辛房街道 26

239 2 城子街道 25

239 2 永定镇 25

259 4 大峪街道 24

279 5 潭柘寺镇 23

279 5 王平镇 23

279 5 军庄镇 23

295 8 雁翅镇 22

295 8 龙泉镇 22

309 10 大台街道 21

317 11 妙峰山镇 20

329 12 斋堂镇 17

330 13 清水镇 16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城子街道 98.6 1
军庄镇 98.2 2
龙泉镇 97.9 3

东辛房街道 97.5 4
永定镇 96.5 5
潭柘寺镇 95.8 6
大峪街道 95.4 7

其他地区

斋堂镇 98.6 1
妙峰山镇 98.2 2
清水镇 97.9 3
王平镇 97.5 4
雁翅镇 96.8 5
大台街道 96.1 6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街街街街
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镇镇镇镇、、、、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
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

镇镇镇镇、、、、村河长发村河长发村河长发村河长发
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

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
问题数问题数问题数问题数

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
问题整改率问题整改率问题整改率问题整改率

1 大峪街道 100% 村级河长 
巡河率考核
不包含社区
级河长

1 100% 0
2 城子街道 100% 0 0
3 东辛房街道 100% 1 100% 0
4 大台街道 100% 0 1
5 潭柘寺镇 100% 100% 0 1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0
7 龙泉镇 100% 100% 4 100% 3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0 2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4 100% 3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6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4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5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4 100%
14 全区合计 100% 100% 10 100% 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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