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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街道 104 1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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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倩）12月 17日上
午，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机动支队
门头沟驻防分队先后走进区档案史志
馆、区光荣院，了解门头沟历史，并向
革命功臣送去温暖、献上爱心，接受

“红色教育”。
在区档案史志馆，森林消防指战

员们参观了《翰墨兰台门头沟》和《换
了人间》两个展览，了解了我区的历史
文化、红色革命斗争史、社会主义建
设、改革开放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
和发展脉络。

随后，消防指战员们走进区光荣
院，看望慰问革命前辈，接受“红色教
育”。92岁高龄的革命功臣李有禄，全
程站立，慷慨激昂地讲述了 70多年前
与侵略者英勇作战的故事，引来了现
场人员的热烈掌声。光荣院的老兵与
年轻战士亲切交谈，希望他们珍惜现
在的美好幸福生活，居安思危，苦练本领。

面对老兵提出的殷切希望，消防指战员们更
加坚定了立足本职岗位、守护好门头沟绿水青山
的信念和决心。森林消防局机动支队门头沟驻防

分队中队长陈晓澄告诉记者，“现在的幸福生活凝
聚着老一辈革命前辈和先烈们的心血和汗水，我
们一定会牢记前辈们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守护好驻地一方平安。”

记者了解到，今年 12月 7日，应急管理部森
林消防局机动支队正式入驻我区，主要负责执行
门头沟及周边地区森林火灾应急扑救任务，并配
合地方政府做好森林防火宣传与巡逻工作。

森林消防指战员森林消防指战员
奉献爱心奉献爱心 接受接受““红色教育红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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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15日镇街TSP浓度（微克/立方米）排
名情况（倒序）如下表：

12月9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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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冬奥文化和冰雪文化在群众中普及起来让冬奥文化和冰雪文化在群众中普及起来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12月17日，我区
校园冰雪文化节暨第三届中小学生冬季运
动会开幕式在石景山冰雪体育中心举行。
全区11所中小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参加了
开幕式。

师生们通过‘踏雪寻梦、追梦路上、冬
奥有我’三幕，以合唱、舞蹈、冰雪运动相结
合的形式，展现全区校园冰雪运动的发展
成果，诠释“我心中的冬奥梦”。随后，我国
著名花样滑冰运动员佟健向学生代表赠送
冬奥吉祥物。

参加活动的学生说：“我们特别喜欢冬
奥吉祥物，每个人也都特别喜欢滑雪、滑
冰，如果有机会也想成为这方面的运动员，
为国家做贡献。”

开幕式后，短道速滑接力赛、冰球传球
射门赛、团队冰球对抗赛先后进行，展现了
孩子们的冰雪运动技能，也让他们在竞技
中感受冬奥文化。据了解，冰上赛事只是
冰雪文化节的系列赛事之一，后续还将开
展雪上竞赛，进一步推动我区校园冰雪运
动发展。

区教委主任陈江峰介绍，我区校园体育
工作逐步形成了一校一品、一校多品，一生
一长、一生多长，以体育德、体教结合的多元
发展格局。其中，校园冰雪运动和奥林匹克
教育工作广泛开展，已经深入到每个校园，
实现了冰雪运动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希望
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让冬奥的文化和冰雪
文化能够在所有的群众中间普及起来。

“我们为全区2万余名师生
编印冬奥知识读本，普及校园冰
雪运动和奥林匹克知识，并通过
家校协同，小手拉大手，让家长们
了解冬奥及冰雪运动，并鼓励学
生参与以冰雪运动为载体的文化
活动。”陈江锋表示，我区将校园
冰雪运动和奥林匹克教育作为学
校教育教学重点内容，通过三级
课程与阳光体育活动整体推进，
并引进旱地冰球、旱地冰壶、旱地
滑雪等项目，每所学校结合实际，
选择一至两项，学生在校内就能
够体验冰雪运动。

此外，区教委还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组织学生到专业冰场、雪

场进行真冰真雪体验活动，开展
滑冰、滑雪、冰球射门、冰壶等体
验课程，为学校购置3D模拟滑雪
仪、雪具、护具等，通过体教结合，
建设速滑、滑雪、冰球等区级学生
专业队伍，进行校内替代项目、真
冰项目、真雪项目比赛，实现冰雪
运动与孩子间的“零距离接触”。

目前，区内国家级冰雪特色
校4所、国家级奥林匹克教育示
范学校 4所。区级冰雪特色校
11所。区教委计划未来两年每
年新增5所区级冰雪特色学校，
最终达到23所区级冰雪特色学
校，冰雪特色校数量占学校总数
的65%。

我区不断提升环境质量
营造宜居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马燊）近日，
记者从区生态环境局了解到，
截至11月底，我区PM2.5 平
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在
全市排名第三。粗颗粒物、二
氧化硫和二氧化氮三项污染
物，平均浓度分别为每立方米
65、4和29微克，较2018年同
期均有所下降。

今年以来，我区将打赢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攻坚战做
为工作重点，不断加大执法力
度，集中治理各项环境污染问
题，仅PM2.5平均浓度这一项
数值，从2014年的每立方米

84微克，已经下降到了每立
方米36微克，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

此外，区生态环境局深入
排查区内的污染隐患，打击、
处理了一批污染水、土、空气
环境的违法行为，为我区生态
环境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岁末年初是空气污染的
攻坚时期，区生态环境局将继
续强化执法力度，做到抓源
头、严监管、强执法、广动员，
着力打击污染环境的违法行
为，坚守生态红线，全力提升
我区环境质量。

本报讯（记者 杨爽）近日，
城子街道广场社区居委会组
织社区在职党员，开展“守牢
初心使命，做社区温馨的志愿
者”主题活动。43名在职党员
各展所长，分成四支志愿服务
队进入社区，为居民提供上门
理发、测血压、治安巡逻与环
境清洁服务。

多次接受社区在职党员
上门服务的一对老年夫妇表
示：“感谢社区党委对我们这
些老人的照顾，一年来多次到
家中探望。特别是我们生病
的时候，始终都挂在心上，接
长不短地打个电话，每月都到

家里来，帮着理理发、测测血
压。就是儿女也不过如此
了。所以我们觉得生活在社
区这个大家庭里，特别地高
兴、自豪、满意。”

据了解，广场社区属于老
旧小区，老年住户居多，其中
高龄老人112人，空巢老人78
个，行动不便的23人。为更好
地服务这一群体，社区在职党
员针对老年居民，每月提供形
式多样的志愿服务项目。截
至目前，广场社区在一年内已
开展11次在职党员服务活动，
党员志愿服务队成为了社区
的新标杆。

广场社区
在职党员社区报到
各展所长服务为民

银华南路
进行沥青摊铺作业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
日，位于长安街西延线以北的
银华南路，开始进行道路面层
沥青摊铺作业。

为保证工程早日竣工，施
工单位抢抓天气晴好时机，采
取分段施工、同步作业的方式，
全力加快施工进度。铺油机、
压路机来回穿梭，工程监理随
时测量面层油摊铺温度，确保
道路摊铺质量符合技术要求。

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已
经完成了整条道路的摊铺工
作，下一步，将会陆续安排交
通、照明、绿化工程施工，确保
能够早日通车。

据了解，银华南路起点为
迎宾大街，向东与迎宾东街、
西苑路、玉带西街、玉带街相
交，终点为玉带东二街，道路
全长约0.81公里，规划为城市
支路。

本报讯（通讯员 柴华林）在区政
协的舞台及民主党派、中关村门头沟
科技园等一些活动中，经常会看到一
个热情奔放，充满朝气的青年人的身
影，他就是云涛。他是北京双龙智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门头沟区
政协常委、门头沟区工商联副主席、
民建门头沟工委第二支部主委。他
在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工作多年，是我
区一名优秀的蒙古族青年企业家。

企业落户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
后，四轮驱动发展名列前茅。

2015年，区政府针对中关村门
头沟科技园发展，出台了“门创 30
条”招商鼓励政策。这一年，云涛成
立的公司落户中关村门头沟科技
园，成为入园注册企业、纳税企业。
该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关
村高新技术企业，以互联网信息技
术服务为主营业务，由四部分独立
业务组成，一是设备集成；二是网络
安全；三是软件开发；四是电子商
务。入区后为门头沟区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及教育系统的中小学校
网络安全、信息化管理及技术服务
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建设一批惠
及民生的优质信息化工程，服务一

批互联网+的优质项目。公司进驻
门头沟后，本着“诚信、团结、优质、
创造”的精神，“以诚为本，以客为
尊，卓越服务”的为客户服务原则，
积极致力于教育、政府、企业及城市
公用事业的信息化基础建设和应用
系统建设。

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回报社会，
肩负社会责任。

企业经营好，云涛没有忘记回报
社会。他与民建门头沟工委、区工商
联等单位多次去内蒙古、河北等地区
参加定点帮扶活动。多次去辽宁、山
东、河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手拉手产
业对接活动。

同时，云涛所领导的企业与门头
沟区特殊教育学校和门头沟区爱之
旅康复中心两个学校是长期共建和
资助单位，两所学校为全区适龄残疾
青少年提供义务教育和康复训练。

2019年，响应民建市委“8+1”活
动，与我区低收入户结对子，下基层
帮助我区早日实现低收入户全部脱
贫。按照民建市委要求，为门头沟
区房良村低收入户帮扶，成为名誉
户主。精准帮扶，助力帮扶群众早
日脱贫。

热心政协活动，积极参政议政，
履行好政协委员职责

加入政协后，云涛不忘肩上的责
任。各种政协活动，他都把公司事情
安排好，积极参加，履行政协委员职
责。他把政协作为学习的大舞台，不
断锤炼自己。在政协这个平台上学
习更多的新知识。严格遵守政治规
矩，提高政治修养和参政议政能力，
提升自身履职能力，为成为优秀政协
委员而努力。2017年政协全会闭幕
后，他发现政协委员还没有收到委员
证件和徽章，就主动反馈给了委员联
络室。

在参加政协的履职期间，他还代
表民建门头沟区工委参加“精准扶贫
带动产业发展”和“中关村科技园石
龙分园软硬件环境建设”等课题的调
研，积极建言献策。2019年他参加
区政协“打造精品民宿”的调研活动，
在调研中，他就我区精品民宿发展，
六大文化植入精品民宿等提出建
议。根据“两山”理论和我
区新总体规划，“河长制”
在我区落实情况调研。走
进我区检察院调研监督青
少年社区矫正和防止毒品

在青少年群体蔓延。调研我区城市
化进程中发展新问题。近年来，他深
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撰写政
协提案及社情民意，其中政协提案
《精准扶贫带动产业发展》受到区政府
高度重视，并给予及时答复与办理。

在区政协第十届二次全会期间，
区政协组织“不忘初心，携手前进”委
员联谊活动，他积极参加并组织活
动，与其他政协委员一道牺牲个人休
息时间，为这次活动出谋划策，活动
取得圆满成功，受到广大政协委员的
一致称赞。

云涛，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
有强烈事业心的人，有社会责任感的
人。他是兢兢业业踏实肯干的青年
企业家，在本职工作中要做信息技术
服务行业的佼佼者和领头羊，在社会
公益活动中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主动
作为，积极贡献。在民主党派、政协
的舞台上积极履责，建言献策，民主
监督，回报与履行社会职责。

与时间赛跑与时间赛跑 追赶阳光追赶阳光
——记区政协常委云涛

校园冰雪文化节暨第三届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