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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城地区

永定镇 98.6 1
潭柘寺镇 97.2 2
大峪街道 96.8 3
城子街道 96.7 4
军庄镇 96.5 5

东辛房街道 95.8 6
龙泉镇 94.4 7

其他地区

清水镇 98.2 1
斋堂镇 97.8 2
雁翅镇 97.5 3
大台街道 97.2 4
妙峰山镇 96.4 5
王平镇 95.8 6

11月1日-7日
镇街PM2.5浓度（微克/立方米）

排名情况（倒序）

2019年11月13日 星期三

■ 本版编辑/李继颖 ■ 美编/潘洁2 综合

我区启动金秋旅游节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日前，
区文旅局启动金秋旅游节活动。

进入 11月，潭柘寺、戒台寺景
区的银杏及妙峰山的红叶进入最
佳观赏期。

潭柘寺的千年古银杏帝王树
正流光溢彩，2016 年，帝王树被
中国林学会评为“十大最美古银
杏”，同年被评为“北京红叶银杏
十佳观赏地”的称号。帝王树高
达 40 余米，直径有 4 米多，如此
高大的银杏树实属罕见；帝王树
相传植于唐代贞观年间，至今已
有 1400 多岁高龄；帝王树的名号
乃清代乾隆皇帝亲笔御封，这是
迄今为止，皇帝对树木的最高封
号，其地位远在著名的泰山“五
大夫松”和北海的“遮荫侯”之
上；帝王树与历代君王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更为其赋予神奇的
色彩。

走入潭柘寺层岚叠起，古树相
撑的秋叶，掩映着佛寺的威仪和静
谧，秋天里的帝王树，时光赋予的
沧桑美感。

“潭柘以泉胜，戒台以松名。”
在金秋旅游节期间，戒台寺景区将
举办金秋名松节。戒台寺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有 1400 多
年历史，风景秀丽。整座寺院既有
北方寺庙巍峨宏大的气势，又有江
南园林清幽秀雅的情趣，既有浓重
的宗教文化色彩，又有神奇秀美的
自然景观，不仅是中国佛教一座著
名的寺院，同时也是一处久负盛名
的旅游胜地。

早在明清时期戒台名松早已
名满京城，它们姿态奇绝，更是

各附传奇故事。每当
微风徐来，松涛阵阵，
形成了戒台寺特有的

“戒台松涛”景观。其
中“九龙松”被北京市
园林绿化局评为北京
最美十大树王。树龄
已有 1300多年，奇特的
是树的主干里直接伸出
的枝条正好九枝，宛如
九龙腾舞，因此得名，九
龙松。卧龙松、活动松、
莲花松、抱塔松等也是
神态各异，每一棵名松
都有着美好的故事或传
说。另外，寺内雌雄异
体的古银杏树也进入了
最佳观赏期。

妙峰山风景名胜

区以“古刹、奇松、怪石”而闻名。
每到秋日，漫山红叶，层岚尽染，举
目之处，红香无数，秋日之壮丽一
览无余。古刹辉映，秋红万鼐，登
山寻幽，天地大美于斯！

妙峰山多为野生元宝枫，另
有黄栌、橡树、柿叶、松柏等的陪
衬，是北京地区少有的景致。在
阳光照耀下，一株株枫树、黄栌、
红果树等如火如霞，一株株形态
各异的古油松墨绿如盖，数不清
的山果点缀在绿叶、红叶之间像
红玛瑙晶莹剔透，组成妙峰山的
五彩金秋。

据了解，金秋旅游节将持续到
11月15日。

11月份第二周(11.4-11.10）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11月份第1周
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为持续加强对医疗器械生
产源头监管，防范质量安全风
险隐患，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
为，切实保障广大群众的用械
安全，按照北京市药品监督管
理局《开展2019年北京市医疗
器械说明书和标签专项监督检
查的通知》文件要求，日前，区
市场监管局在督促企业开展自
查的基础上，组织执法人员对
全区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说明书
和标签进行全覆盖检查。

目前，辖区共有5家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持有产品注册证，涉
及13个产品的说明书标签。执
法人员现场查看说明书和标签
的内容是否符合《医疗器械说明
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等法规的要
求；说明书和标签的内容是否与

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案凭证、医
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备案凭证载
明的内容一致；是否与经注册或
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一致；是否
符合适用的强制性标准要求；已
注册医疗器械的说明书内容发
生变化，且变化的内容如涉及注
册变更或书面告知的，是否及时
履行相关手续。

通过随机抽取产品和查阅
资料，已完成对5家企业的首轮
专项检查，我区医疗器械产品标
签和说明书均符合要求。检查
过程中执法人员提醒企业强化
执行法规、标准的意识和能力，
特别要及时吸收新理论新知识，
推动企业主体责任全面落实，有
效消除医疗器械质量安全隐患。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区市场监管局
检查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说明书标签

前三季度我区建筑业产值高位趋稳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街道名称街道名称街道名称街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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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城子街道 40 1 53
大峪街道 38 2 89
永定镇 35 3 156

东辛房街道 35 3 156
潭柘寺镇 34 5 180
大台街道 34 5 180
清水镇 33 7 194
龙泉镇 33 7 194
斋堂镇 32 9 227
雁翅镇 32 9 227
王平镇 32 9 227
军庄镇 29 12 276
妙峰山镇 25 13 303

本报讯（通讯员 郭美荣）今年
前三季度，我区建筑业在上半年良
好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保持高位运
行，但受本市产值涨幅下滑的影
响，增速有所趋稳。

建筑业因上游投资走高、新增
入库单位、企业资质升级等积极因

素带动，前三季度全区实现建筑业
总产值103.2亿元，基本达到2017
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长25.9%，这是
从2018年底以来，连续第四个季度
维持20%以上的增速，虽较上半年
增速略有下滑，但高位趋稳态势明
朗。

图2 2019年前三季度我区建筑业签订合同额情况

京内外产值实现双增长，外埠
产值增长较快。前三季度，全区建
筑业企业在本市完成的产值42.7亿
元，同比增长17.8%，主要出自学校、
安置房、研发中心等房屋建设项目，
生态景观施工项目，电力、消防安装
项目等，因本市重大活动举办影响
建筑施工进度，增速较上半年下滑
15.7个百分点。在外省完成的产值
60.5亿元，同比增长32.4%，占总产
值的58.6%，增速较上半年提升7.5
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区建筑业企业
特别是大型企业外向型特征愈加明
显，全区前三季度累计建筑业总产
值过亿元的13家企业中，其中有9
家在外省有施工项目，最高在外省

完成产值比例达100%。
房屋施工面积高增长，新开工

面积带动作用强。前三季度，全区
建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237.8万平
方米，较上年同期增加108.3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83.7%。从开工时间方
面看，新开工面积109.4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159.1%，是带动房屋施工
面积增长的主要因素；从施工建设
区域看，在外省房屋施工面积为
182.3 万平方米，较上年同期增长
110.7%，占比达76.7%，主要因为有
多个外省市的住宅小区、经济综合
体、电厂建设等大型项目正在施工，
这也是在外省完成的产值增长的重
要影响因素。

图 1 近期我区建筑业总产值及增速

项目储备充足，新旧合同双护
航，本年新签合同额增速略高。前
三季度，全区实现签订合同额
121.8亿元，同比增长22.7%，实现
较快增长，上年结转合同额和本年
新签合同额双双攀升，为企业施工
生产提供强效支撑。其中，上年结

转合同额55.2亿，同比增长20.5%，
跨年项目的结转为合同总量的增
长打下坚实基础；本年新签合同额
66.6亿元，同比增长24.5%，增速高
于上年结转合同额。新签合同额
中，外省工程合同共计35.9亿元，
占比过半，为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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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镇镇镇、、、、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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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峪街道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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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级河长

1 100% 0

2 城子街道 100% 0 0

3 东辛房街道 100% 0 0

4 大台街道 100% 0 3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1 100% 5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3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2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0 3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5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2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2 100% 4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2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5 100%

100% 100% 4 100% 3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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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
记者从区医疗保障局了解到，
2020年城乡居民集中医保参保
工作已经开始，集中参保时间为
2019年 11月 11日至 2020年 2
月29日。参保人员范围为本市
老年人、学生儿童、劳动年龄内的
居民。参保人员可在北京市社会
保险网上申报服务平台进行自助
缴费，或持相关证件到户籍所在
地、居住地址的社保所办理参保
缴费手续。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筹
资缴费标准进行了调整，2020
年城乡居民老年人和学生儿童
个人缴费300元/年；劳动年龄
内居民个人缴费 520 元/年。
此外，对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和生活困难补助人员、定期
抚恤补助优抚对象、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低收入农户、残疾人
员等13类困难人员，其个人缴
费由财政全额补贴，个人不需
缴费。

区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周军
说：“今年首次集中银行扣款时
间是2019年11月20日，以后是
每月25-28日。请城乡居民提
前将参保费用存入账户，建议大
家在账户中的存款金额大于
310 元，以便于银行操作。在
2020年 1月 1日到2月 29日期
间办理参保手续的参保人员，仍
可从2020年 1月 1日起享受待
遇。参保手续办理期间发生的
符合医保基金支付要求的医疗
费用可申请手工报销。”

此外，区医疗保障局还印制
了宣传折页和《致全区人民的一
封信》已全部发送到了镇街社保
所和学校，有需要的居民可以前
往镇街社保所领取咨询。

据统计，2019年1月至2019
年10月，我区城乡居民缴费到账
的参保人数70713人，其中，老年
人个人缴费29329人，学生儿童
个人缴费32980人，劳动年龄内
居民个人缴费8404人。

我区2020年城乡居民
集中医保参保开始缴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