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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不断推进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李倩）近日，永定镇
龙兴 120急救站通过专家验收正式揭
牌运行，进一步满足了辖区内百姓日
益增加的医疗急救需求。

龙兴 120急救站位于永定镇中铁
西城小区，北邻长安街西延线，东临六
环路，周边有梧桐嘉苑、泷悦长安、永
升嘉园、西长安壹号等多个小区。该
急救站设 24小时运行车辆，主要负责
永定镇东部及南部日常紧急医疗救援
工作。站点运行后，急救反应时间（即
从呼叫 120 到车辆到达的时间）将缩
短至 15分钟内，危、急、重患者将会得
到更加及时有效的治疗。

记者了解到，龙兴 120 急救站是
继 2017 年永定 120 急救站运行后，永
定镇运行的第2家120急救站，也是我
区正式运行的第6家急救站点。截至目前，全区
院前医疗急救共有 1家 120急救分中心、5家急
救站。即：永定镇 120 救治、大台地区 120 急救
站、雁翅镇 120急救站、斋堂镇 120急救站、龙兴

120 急救站。全区 120 系统 24 小时不间断运行
急救车辆6辆。

下一步，区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深入推进院
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增加急救站点运行数

量，完善院前急救网络，不断提升院前医疗急
救服务能力和水平，为辖区百姓提供更加优
质、便利的医疗卫生服务，提升百姓获得感和
满意度。

永定镇龙兴120急救站正式运行

激情冬奥激情冬奥 美丽世界美丽世界
大峪中学大峪中学““冬奥有我冬奥有我””服装服饰展演举办服装服饰展演举办

据了解，2013年，在市委统战部“8+1”行动的帮扶下，在民进
市委、区委统战部、区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大峪中学与北京服装学
院合作开设“垂衣裳”科学实验班，为学生搭建科学、人文和艺术
的新平台。2018年6月开始，贯彻冬奥会理念，策划奥运课程，以
北京服装学院高校资源为专业支撑，以学生实践为主体，联合世
界青年，用服装设计的形式，传承奥运精神，展示大峪中学师生喜
迎奥运，欢迎五洲朋友的热情风貌。在课程与活动中，学生们开
阔了视野，增强了自信，展现了天赋才华，也收获了美的体验。“冬
奥有我”项目促进了高校参与中小学教育，打破了学段壁垒，让来
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人欢聚一堂，共享激情奥运。

为进一步落实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树立健康第
一的教育理念，借助2020年北京冬奥契机，区教委将冰雪运动和奥
林匹克知识的普及推广列入学校德育与体育重要内容，为全区2万
余师生发放冬奥知识读本，学习冬奥知识，并广泛开展冰雪体验活
动，2018年约有6000余人次参与了体验，2019年寒假，将开展“迎
冬奥 做文明人”主题冰雪体验课程、冰雪大课堂等活动，让学生感
受冰雪运动的魅力。目前，我区现有4所市级冰雪特色校、6所区级
特色校、4所市级奥林匹克示范学校。到2021年，将实现23所区级
冰雪特色学校，将占总校数的65%，培养学生对冰雪运动的兴趣爱
好和了解奥林匹克精神内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常广瑛）近日，大峪中学
和北京服装学院在首钢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展
示中心联合举办“冬奥有我”服装服饰展演活
动。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作为支持单位
参与活动。

本次服装服饰展演分为静态和动态两部
分秀场组成。静态秀场主要为丝巾作品和绘
画手稿。动态秀场则以服装走秀为主，兼有情
景剧与歌舞表演。展示内容包括圣洁之光、永
恒之旅、激情之舞、菊月之风和双奥之城五个
篇章，分别对应雅典、索契、都灵、长野和北京
五个城市。展演以这些城市或所在国的传统
文化为设计元素，将特色文化融入服饰设计，
以多样的形式给予呈现。

除大峪中学师生外，大峪一小、大峪二
小、育园小学以及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学校、瑞
典舍夫德中学、丹麦罗达格斯科伦学校、巴拿
马文化学院等世界各地友好学校的师生也参
与了本次服装设计和展演。

依托全市乡镇（街道）粗颗粒物监测网络系统，共
对约325个乡镇（街道）粗颗粒物进行监测排名，门头
沟区10月14日-20日镇街TSP浓度（微克/立方米）
排名情况（倒序）如下表：

10月14日-20日镇街TSP浓度
（微克/立方米）排名情况（倒序）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讲好红色故事讲好红色故事 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经济

本报讯（通讯员 陶祥生）雁翅镇
把“讲好红色故事、发展绿色经济”
作为打造“红色门头沟”党建品牌和

“绿水青山门头沟”城市品牌的着力
点，不断增强推动乡村振兴的组织
动力。

深挖“红色资源”，建好初心课
堂。“红色矩阵”强化党性教育，盘活
用好地区红色资源，以田庄京西山
区中共第一党支部为核心，整合崔
显芳烈士纪念馆、第一书记李卫朝
纪念广场等 10 个红色资源，建设

2000 余平方米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京西红色党性教育基地，形成
集党性教育、实践体验等为一体的

“红色矩阵”，探索开发“红色初心”
系列课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守初
心、悟初心、践初心。编印《田庄生
紫荆》等“雁翅记忆”红色书籍，增强
党员干部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的责
任感使命感。

激活“红色细胞”，突出先锋作
用。以“党建主题月”为依托，组织党
员干部开展“传承红色精神、做党性

最强党员”党性剖析研讨、“不忘初
心、方为党员”大讨论、“青春路·寻找
红色坐标”等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强
化党员身份意识；把党员积分管理与
乡风文明建设相结合，推行“红黑榜”
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党员走在前、做
表率。立足需求“带头服务”，围绕

“吹哨报到”“六城联创”等中心工作，
成立党员“红雁”队伍开展“创城有
我、党员先行”等主题活动。

强化“红色引擎”，推动绿色富
民。结合“一河两沟三景四品五要

素”资源禀赋，开展以党员为主体的
“我为雁翅献一策”发展思路大讨
论，切实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
心。坚持“盘活农村闲置资产、保护
古村落村容村貌、带动村民就业增
收”思路，建立“支部+党员+村民”
联动机制，依托旧村改造和闲置农
宅，大力发展精品民宿产业，组建民
宿协会，形成了“槐井石舍”“北京土
店儿”“山神韵”等各具特色的精品
主题民宿，增强村级组织内生造血
能力。

雁翅镇打造雁翅镇打造““红色党建综合体红色党建综合体””助推地区绿色发展助推地区绿色发展

清水镇下清水村红藜麦喜获丰收

本报讯（记者 马燊）近日，
记者从清水镇了解到，今年，
下清水村试种红藜麦共计50
亩，已经全部进入成熟期，村
委会正积极组织村民收割麦
穗、晾晒麦粒。

下清水村的田地里，村民
们手持剪刀，飞快地收割着沉
甸甸的麦穗，一盆盆麦穗装
车，运往晾晒场，剥离出新鲜
的麦子。

下清水村第一书记马跃
军说，藜麦的营养价值和经
济价值都比较高，同时，又适
合下清水村，我们希望明年
能够扩大种植范围，努力让

百姓依托藜麦种植实现增收
致富。

据了解，藜麦具有丰富的
营养和显著的食疗功效，属于
易熟易消化食品。其口感独
特，有淡淡的坚果清香，特别
适于三高和心脏病等慢性病
患者食用。目前，清水镇各村
试种的259亩藜麦已全部进
入收获期，预计产值可以达到
260万元左右。

清水镇镇长崔兴珠告诉
记者，下一步，镇政府将总结
经验，以藜麦种植打开清水镇
精品农业发展的新途径，让老
百姓吃上生态饭。

本报讯（记者 马燊）依托
山水资源、打造精品民宿，是
清水镇西达么村近年来的发
展方向。该村村委会与企业
合作，打造了“隐北·半山”精
品民宿品牌，提升村庄旅游接
待能力，探索西达么村旅游发
展的新路径。

记者来到“隐北·半山”精
品民宿，原汁原味的红墙黑瓦
接连成片，住宿的游客在精致
的房间内，享受着京西大山的
宁谧和自然风情，现代化与生
态的结合，让他们远离了城市
的喧嚣，尽情体验别样的居住
环境。

一名来自新加坡的游客告
诉记者说：“这里的居住环境太
好了，而且周围的生态环境也
好、空气也好，刚才我还在网上
跟朋友炫耀这里的环境，他们都
说过段时间也要来这里看看，感

受一下这里的生态环境。”
据了解，西达么村“隐北·

半山”精品民宿共有客房 13
间，设计凸显现代木艺结构，可
接待36名游客，2018年实现营
业收入70万元。目前，“隐北·
半山”精品民宿已经实现节假
日入住率100%。

“隐北·半山”的运营负责
人说，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打造
品牌，加强与西达么村委会的
沟通协调，努力为百姓增收拓
宽路径，让“隐北·半山”与村民
之间的联系更深。

“隐北·半山”精品民宿的
成功，为西达么村村民打开了
增收致富的大门。下一步，村
委会将总结民宿运营特点，进
一步扩大村庄整体接待能力，
不断将更多本土元素融入到精
品民宿当中，打造具有西达么
特色的旅游品牌。

清水镇西达么村
依托山水资源 打造精品民宿

尊敬的纳税人：
因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

升级，自 2019 年 10 月 25 日 0
时至 10 月 31 日 24 时，暂停办
理与增值税发票相关涉税业
务。11 月 1 日 0 时起，所有停

办业务恢复办理。
特此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门
头沟区税务局

2019年10月25日

关于暂停办理增值税
相关涉税业务的通告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TSPTSPTSPTSP浓度浓度浓度浓度 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 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

大峪街道 97 1 203

龙泉镇 94 2 216

永定镇 93 3 230

城子街道 91 4 243

军庄镇 87 5 262

东辛房街道 84 6 276

妙峰山镇 79 7 291

王平镇 78 8 296

潭柘寺镇 77 9 300

大台街道 67 10 319

雁翅镇 64 11 325

清水镇 56 12 329

斋堂镇 55 13 330

本报讯（记者 耿伟）近日，
军庄镇按照区委、区政府部署
要求，立即行动、紧抓落实，加
大地区环境历史遗留问题的
整治力度，对镇域内重点区
域、点位、问题进行了再清查、
再明确、再细化，努力营造良
好的人居环境。

军庄村位于军庄镇东部，
几十年来，村内铁路和沟道沿
线合计万余平方米的区域内，
各类垃圾杂物堆积，村民自己
开垦的小菜园遍布、私搭乱建
的小棚子林立，加之灌木杂草
丛生，使区域环境杂乱不堪。

为切实解决历史遗留的
环境问题，营造良好的人居环

境，军庄镇下决心、狠抓落实，
积极与相关部门和单位沟通
对接，加大宣传动员力度，动
用大型机械设备，组织人员力
量，对铁路和河道沿线区域脏
乱点位进行集中清理。

截至目前，军庄村已完
成整治面积 12000 平方米，
村委会还将加快整治进度，
实施绿化美化工程。环境面
貌的彻底改变，也让村民十
分高兴。

据了解，除军庄村外，镇
域内的灰峪、西杨坨、东杨坨
等各村也都组织力量集中开
展整治行动，进一步美化地区
的人居环境。

军庄镇加大整治力度
打造良好人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