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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庄镇 140 1 133

大峪街道 138 2 149

城子街道 135 3 169

龙泉镇 131 4 189

潭柘寺镇 129 5 197

东辛房街道 128 6 200

妙峰山镇 123 7 216

永定镇 119 8 228

王平镇 112 9 242

雁翅镇 104 10 267

大台街道 89 11 315

斋堂镇 87 12 319

清水镇 74 13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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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倩）献真情，扶
真贫，出实招，求实效……2018年以
来，北京一本粮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积极参与到我区扶贫、帮低工作中，
用实际行动为我区扶贫、脱低工作添
砖加瓦。

“真扶贫就要变临时性、阶段性
的‘输血式’扶贫为长期性、可持续的

‘造血式’扶贫。”北京一本粮道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昆说，“为了
更好地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农
产品生产能力、流通能力，促进贫困
地区产业发展，我们以市场化为导
向，以‘互联网+消费扶贫’为手段，
积极打造‘智慧新零售’农业产业扶
贫平台，开展‘造血式’扶贫。”

记者了解到，“智慧新零售”农业
产业扶贫平台，不仅可以让消费者远
程参与农产品生产过程管理，还同时
构建了精准扶贫蔬菜线上交易体
系。该平台集成蔬菜价格及品种信
息展示、在线即时购买服务、会员注
册与促销活动等功能，构建了市场需
求与机构消费相协调，线上线下一
体、产品产地可溯、即时与延时服务
并存、物流与信息流共享的农业生
产、销售一体化服务体系，有效促进
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农产品生产
及流通能力。

“扶贫要扶智，所谓，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张昆告诉记者，为了扎

实开展扶智扶贫，北京一本粮道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北京门头沟区
佳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并设立中
餐、餐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保洁、
家政、护工、插花、美容美发等10余
个专业，重点针对我区对口扶贫地区
和本区招收学员，提高适龄人员的职
业技能。

“学校的成立，可以不断培养学
员就业能力，让他们真正掌握‘钓鱼’
的方法，这样，他们就不需要靠别人
施舍‘鱼’，反而是不管何时何地，都
可以养活自己、养好自己。”张昆说。

与此同时，为了减轻我区低收
入家庭的负担，北京一本粮道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还积极开展助学帮
低。2018 年 3月，在“爱心成就未
来”——丽辉达助学三家店铁路中
学项目启动仪式上，公司与区慈善
协会签订了定向捐赠协议：自2018
年第一学期开始，企业对所有在三
家店铁路中学就学的雁翅学籍学
生，以每学期每人发放300元助学
金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持续捐助，并
激励受助学生奋发向上，坚持不懈，
勇敢面对现实，超越自己，创造美好
人生，并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和成长
的力量。

“助学金不仅解决了我们物质
上的难题，更是给我们带来了精神
上的指引。”受助学生代表向爱心企

业表达了感谢，并表示，“自己一定
会努力学习，做一名对国家、对社会
有用的人才，并将企业的这份爱心
传承、延续。”

截至目前，北京一本粮道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共捐助4次，资助学生
160人次，发放助学金4.8万元。企
业助学金的发放，不仅有效缓解三家
店铁路中学雁翅籍中学生生活困难，
也是企业积极回报社会、奉献爱心的
表现。

不仅如此，北京一本粮道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还积极拓宽产地农产
品销售渠道，大力开展消费扶贫。
通过与我区对口帮扶单位：河北省
涿鹿县大堡镇炼山坪村、东小庄镇
红庙堡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合作，
有效拓宽了农产品购销渠道，盘活
了帮扶地区农业产业资源、产品资
源，让农民“在家劳动、在地增收。”
同时，公司大力收购涿鹿县矾山镇、
大堡镇等村豆角、西红柿、麻椒、小
米等农产品近100万斤，使当地农
民增收110余万元。

开展消费扶贫的同时，公司还延
伸高附加值农产品价值链，开展产业
扶贫。

一方面，与河北省易县万紫青
城玫瑰花种植有限公司积极合
作 ，在 易 县 南 白 马 村 流 转 土 地
5000 亩（规划占地 10000 亩）建设

玫瑰种植园项目。目前，年产玫瑰
鲜花 400 万斤，自主研发、生产玫
瑰茶、玫瑰酱、玫瑰膏、玫瑰酒、玫
瑰饼等系列深加工产品，注册“恋
上玫瑰”和“易水玫瑰”品牌，与京
东、拼多多、善融商城等电商平台
合作，最高日销量达 12000 单，日
均销量达到6500单,被评为“保定
市精品现代农业园区”。通过流
转、合作贫困村及贫困户土地，辐
射带动农户 860 多户 3100 多人，
其中贫困户 236 户 430 人，年纯收
入由原来的不足 3000元增加到现
在的8000多元。

另一方面，在北京市科委、北京
农林科学院的支持下，公司与东小庄
镇红庙堡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
户合作，建设优质蔬菜种植基地。通
过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提供专家技术
指导、京研益农（北京）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优质种源、当地农民专业合
作社、种植大户种植，一本粮道公司
包购、统销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优化
了当地蔬菜种植结构，提升了农产品
市场竞争能力。

自我区与涿鹿县建立对口帮扶
结对关系以来，北京一本粮道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有效推动了我区扶贫协作工
作走深、走实，精准扶贫成效逐步
显现。

10月28日-11月3日
镇街TSP浓度（微克/立方米）

排名情况（倒序）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日，我
区“政务连心站”启动，将为中关村门
头沟科技园的10个孵化器和5个大
型商业体，提供“管家式”服务，进一
步优化地区营商环境。

“政务连心站”将在中关村门头
沟科技园的10个孵化器和5个大型
商业体，分别设立15个站点，每个站
点选配了1名政务专员、2名志愿者
和1名联络员，都是综合素质高、业

务能力强的骨干，能够及时为企业提
供“管家式”服务。

德山科技生物医药孵化器总
经理李胜阔介绍：“政务连心站的
设立，极大地帮助了我们孵化器，
在服务企业的效率和质量上更加
精准，能够帮助到企业快速的办理
或者了解政策，对企业是个大力的
支持。”

政务连心站主要有五个方面的

职责：及时收集企业反映的政务服
务方面的困难、建议和意见；利用

“百事套餐E窗办”和“企业开办E
窗通”等系统，帮助企业办理各类
证照，以及开展变更、注销等方面
的事宜；帮助企业解答办理建筑许
可、纳税、跨境贸易、获得信贷、获
得电力等方面的事宜；针对企业需
求，组织相关部门走进企业宣讲

“放管服”新政策；组织相关部门召

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企业相关难
点问题。

区政务服务局局长阎丽春说：
“通过企业吹哨专员报到的相关
机制，把政务连心站变成政务和
企业的连心桥，打造我区政务服
务的新品牌。下一步，我们将结
合企业提供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不断把政务连心站做实做细，做
到企业的心中。”

本报讯（记者 耿伟）日前，
大峪街道新桥社区的志愿者
们一大早便拿着清洁工具，沿
着社区主要道路开展环境卫
生整治，重点针对树坑和背街
小巷区域实施集中清理。

为了进一步优化社区环
境，新桥社区每周都会组织社
区干部、党员、志愿者和居民，
对社区环境及楼道进行整治，
捡拾垃圾，清理杂物，劝导社

区居民共同维护良好的社区
环境。

为有效解决楼道内停放自
行车的问题，社区实行自行车
自管制度，将自行车棚重新利
用，安装充电桩和监控系统，向
居民下发管理通知书和统一车
牌，引导居民将楼道内的自行
车、三轮车集中停放到指定地
点，全面消除安全隐患，营造整
洁有序的社区环境。

新桥社区志愿者

捡拾垃圾 清理杂物 营造宜居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常广瑛）“永定
河畔，坐落着一座古老又静谧的山
村——军庄村。主人公刘庆海是一
个普通的农民，就生活在这个小山
村里。他从一个农民成长为一名
战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来
自我区军庄中学根据真实的门头
沟革命历史故事展演的原创剧目
《成长》片段。

近日，我区第三届中学语文戏剧
节以“演绎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为主题，在区影剧院拉开帷幕，全区
近千名学生参与此次戏剧节。本次
戏剧节通过班级编排、校级展演、区
级评选，最终8个节目获得一等奖并
参加区级展演。

此次展演分为致敬英雄、沃土热
血、使命担当三个篇章。其中，大峪
中学的《英雄赞》、斋堂中学的《我要
当兵》、军庄中学的《成长》为原创剧

目，妙峰山民族学校的《狼牙山五壮
士》、首师大附中永定分校的《红岩》、
北京八中永定实验学校的《沙家浜》、
大峪中学分校的《国歌的诞生》、北京
八中京西校区的《恰同学少年》为改
编剧目。剧目均来源于本区相关的
优秀历史文化和我区的革命英雄人
物，并结合师生熟知的重大历史事
件，充分体现了红色精神在革命老区
青少年中的传承。

鼓励学生走进戏剧，感受戏剧，
体验戏剧。努力探寻提升区域语文
听说教学的新途径，促进语文教学
方式的变革，丰富区域语文学科实
践活动内容，帮助学生感受语文学
习的快乐，领悟经典文化的魅力，进
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创造。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
生们用阅读、创作、表演三位一体的
形式，传承革命老区的红色经典，向

祖国母亲献礼。一场展演，也是一
次爱国主义教育，学生用富有感染
力的演出，讲述了深情的爱国故事，
演绎了祖国的发展历程，展现了祖
国的发展变化，诠释了对祖国深沉
的热爱。

近年来，区教委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多措并举，传承红色基
因，厚植爱国情怀，帮助青少年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一是以传统
节日为重要抓手，搭建主题教育的
红色课堂。传递红船精神、井冈山
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
精神等革命精神，在清明节、“七
一”“十一”等重要节点开展祭英
烈，歌颂共产党、向国旗敬礼等系
列主题活动；二是搭建红色精神的
实践平台，依托斋堂中小学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宛平烈士陵园、京西
第一党支部以及市级“四个一”和

社会大课堂等教育资源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斋堂中小学革命传统
教育基地编写《平西抗日摇篮斋堂
川》《斋堂教育基地中小学生综合
实践课程纲要》以及《斋堂教育基
地活动设计实施方案》革命传统教
育新课程，让全区中小学生走进基
地，引导学生铭记革命历史，传承
红色精神；三是结合我区地处红色
革命老区的区域定位，全区形成了

“四个一”课程，即“一盆火”“一腔
血”“一桶金”“一片绿”，并编写
《“讲述‘四个一’故事 传承门头沟
精神”学生读本》，培养学生知家乡
爱家乡的情感，斋堂中心小学作为

“一腔血”课程的实验校，通过开发
《我们可爱的家乡》《乡土传奇》《红
色故事》《红色诗歌》《红色之旅》等
校本课程，传承老区红色根脉，让
红色主题教育入脑入心。

演绎革命故事演绎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千名学生走进第三届中学语文戏剧节千名学生走进第三届中学语文戏剧节

我区扶贫协作工作走深走实精准扶贫成效显现我区扶贫协作工作走深走实精准扶贫成效显现

清水镇江水河村

改善百姓居住条件 提升旅游接待能力
本报讯（记者 闫吉）2017

年，清水镇江水河村被列入我
区险村险户改造工程，按照施
工进度，目前，参与改造的75
户 152人的房屋全部改造完
成，一眼望去整个村的房屋色
调一致，高低起伏，错落有致。

村内房屋采用就地翻建
模式，重建的过程中，村集体
鼓励村民从事民俗接待，一直
生活在这里的谭增香家就是
其中一户，这次实施房屋改造
不但翻新了老房，同时合理设

计了每个房间，为旅游接待打
下了基础。

据了解，江水河村坐落于
灵山风景区内，海拔1400米，
是北京市海拔最高的村落，旅
游资源十分丰富，素有北京

“小西藏”之称。村内有星级
民俗户 35 户，其中 5 星级 3
户，4星级3户，3星级29户。
按照改造方案，江水河村提前
谋划产业方向，将基础设施和
民俗旅游接待同步进行提升
改造。

区市场监管局

“双11”前严查化妆品质量安全
“双11”是购物高峰期，为

建立完善化妆品监管工作体
系，落实化妆品质量责任，规范
化妆品生产经营秩序，区市场
监管局积极开展化妆品专项检
查，完善监管档案信息。

东辛房食药所严查索证
索票、生产日期、批准文号（生
产许可证号）、特殊用途化妆
品等内容，手把手传授国家药
监局化妆品监管APP查询方
式，查看是否存在盗用或不在
有限期的批准文号、生产许可
证号的行为。

龙泉食药所以理发店、食
杂店及商场超市等区域作为
重点场所，以防晒、染发、祛斑

等特殊用途化妆品作为重点
品种，按照一户一档的化妆品
经营者监管档案要求，及时留
存营业执照复印件、现场检查
照片等监管痕迹。

其他食药所广泛延伸监
管触角，筑牢化妆品安全防
线，截至目前，区市场监管局
共出动执法人员 200 人次，
检查化妆品经营单位 95 户
次。下一步，执法人员将加大
监督检查力度，重点关注网
购、“网红”、代购等模式，实现
监管全覆盖，建立一户一档制
度，确保监管不缺位、不脱节、
不断档。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政务专员当管家政务专员当管家 贴心服务送到家贴心服务送到家

献真情献真情 扶真贫扶真贫 出实招出实招 求实效求实效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