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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倩）元旦
前夕，大峪街道南路二社区举
办了第十七届迎新年化妆舞
会，社区居民同聚一堂，共迎
新年。

活动中,社区舞蹈队优美
的舞姿，吸引了众多居民前
来观看，大家鼓掌、欢呼，为
舞者喝彩。活动还穿插了游
戏互动、抽奖等环节，让现场
气氛达到了高潮。伴随着动
感的音乐，很多居民走到舞
台中心，与舞蹈队一起，舞出
了精彩，舞出了健康，舞出了
友谊。

“此次活动不仅拉近了
我们邻里之间的距离,更是给
我们这些爱唱歌跳舞的退休
人员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
分享欢乐的舞台，更好的丰
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参加
活动的社区舞蹈队队长说。

大峪街道南路二社区举办迎新年舞会大峪街道南路二社区举办迎新年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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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19日镇街TSP浓度（微克/立方米）
排名情况（倒序）如下表：

12月13日-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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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山绿产灵山绿产””助力精准扶贫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讯（记者 马燊）“打赢脱贫
攻坚战”一直是近年来全社会关注的
热点话题，在扶贫过程中，除了国家
倡导的精准扶贫外，消费扶贫作为北
京市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
广为人知。2019年，北京京门商业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依托文旅体验、科
创智能、医药健康三大产业定位，出
资成立北京灵山绿产商贸有限公司，
并申请注册“灵山绿产”系列文字及
商标图形，打造了全市首个区域性绿
色产品品牌。

北京灵山绿产商贸有限公司成
立的同时，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北
京市消费扶贫双创中心门头沟分中
心也正式揭牌，由“灵山绿产”负责对
双创分中心的运营工作。

记者在双创分中心看到，150平
方米的展卖大厅简洁明亮，除了我区
农产品的展区外，还根据对口扶贫地
区设置了西藏堆龙德庆区、内蒙古武
川县、察右后旗、河北涿鹿县、新疆和
田地区五个展区。货架上，和田大
枣、内蒙古牛羊肉、土豆、胡麻油等具
有对口帮扶地区特色的农产品琳琅
满目，我区的藜麦、鸡蛋、苹果等农产
品同步上架销售，市民不出区就能够
体验到不同地区的特色风味、购买到
各地正宗的特产，同时也能为扶贫攻
坚献一份力。

在双创分中心购买商品的王大
姐说：“之前跟几个朋友去过内蒙古，
在当地吃牛肉干觉得口感特别好，回
来以后念念不忘，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再去一次，现在在双创分中心就能买
到内蒙古的牛肉干，真是特别高兴，
而且还有其他地区的特产，听说胡麻
油做菜特别好，这回我就买了，打算
回家试试。”

据了解，目前，已有20多家来自
受援地区的带贫企业入驻我区双创
分中心，超过200种优质农产品在中
心展示销售。双创分中心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为了有效的整合销售资
源，200多种来自各地的优质农产品
全部纳入了“灵山绿产”商标内，丰富
多样的产品也得到了广大市民的认
可，从2019年11月17日中心正式运
行到现在，累计进销额已经超过50
万，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增长中。

“精准聚焦消费扶贫”“打造文

旅体验平台”“铸就‘绿水青山门头
沟’城市名片”，“灵山绿产”的出现，
利用产地对接公司对接市场的模
式，打通了线上线下全产业链条，全
方位展示了我区消费扶贫工作开展
情况，也为市民参与扶贫攻坚提供
了有效的渠道。

2020年，京门商业投资公司将
按照“一主两翼”的发展思路，以“红
色门头沟”党建品牌为主旨，一方面
整合区域商业资源，另一方面全力打
造“灵山绿产”品牌效应，充分利用

“消费扶贫”契机，将我区商业资源与
对口扶贫地区铸造为“灵山绿产”的
产源地，塑造“立足区域、面向全市、
走向全国”的品牌和商标，全力打赢
扶贫攻坚战。

打造全市首个区域性绿色产品品牌打造全市首个区域性绿色产品品牌

共建森林城市 共享园艺生活

我区首家园艺驿站对外开放我区首家园艺驿站对外开放
本报讯（记者 陈凯）为进一步

推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区
园林绿化局在黑山公园建立园艺
驿站，通过举办花卉种植培训、绿
植展览等生态文化活动，增强群
众爱绿护绿意识，打通生态惠民
工程最后一公里。

驿站内，朱蕉、春羽、粉冠军、
蝴蝶兰等花卉开得正鲜艳，空气
中弥漫着淡淡花香。此外，驿站
内还设有休憩阅读区，市民可在
鲜花绿植间，体验阅读时光。今
天，区园林绿化局还举办了“共建
森林城市，共享园艺生活”主题园
艺实践活动，让大家丰富园艺相
关知识。“环境非常好，有一种大
自然的感觉，在这里看看书或者
聊会天感觉特别温馨，刚才也参
加了一个活动，体验了一下园艺，

那种感觉跟自己在家养花不一
样，能够了解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我感觉这个地方平时带老人或者
孩子来也很不错。”正在参观的居
民告诉记者。

据了解，黑山公园园艺驿站是
我区成立的首家园艺驿站，驿站总
面积300多平方米，内部设有花卉
展示、园艺培训、绿色体验、休闲娱
乐等区域，面向群众开放。通过提
供家庭养花课程、园艺生态活动、
绿色生活沙龙等服务，带动周边社
区居民和过往群众热爱园艺，共享
生态文明生活。据区园林绿化局
绿化科余宾介绍：“接下来，我们还
将利用这个园艺驿站，开展各种活
动，让大家了解更多园艺知识，传
递园艺生活理念，增强居民‘爱绿
植绿 护绿’意识。”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针
对东白地块梧桐苑片区停车
乱、停车难的问题，区城管委
进行多轮调研，制定静态交通
综合治理工作方案，通过新建
停车场、施划道路停车泊位和
禁停黄线、安装违停抓拍等措
施，解决相关难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位于泷
悦长安伊顿园小区北侧的停
车场已经基本建成。交通协
管员正在记录道路两旁违停
车辆的信息，并张贴违法停车
告知单。在道路的一旁，施工
人员也正在施划停车泊位，打
点、划线，洁白的涂料喷洒在
地面上，一条崭新停车位线出

现在眼前。
区城管委工作人员宋浩介

绍：“后续将开展违停抓拍设备
的招标工作，违停抓拍设备安
装完成后将加大道路停车执法
力度，希望该片区居民积极配
合本次重点区域治理工作，尽
快将自家车辆停入小区。”

此外，区城管委相关工作
人员还走上街头，向路过的市
民发放一封信，讲解相关工作
方案，提醒市民有序停车。

据悉，接下来，区城管委
将陆续开展石门营和黑山片
区等重点区域交通综合治理
工作，尽快解决我区停车乱、
停车难等相关问题。

我区多措并举 解决乱停车问题

本报讯（记者 陈凯）针对
2019年12月3日市民反映的
中门寺南坡小区东侧出行难
问题，区城管委高度重视，在
接到反映后，立即组织施工方
进行道路修复工程。经过近
一个月的施工，道路正式投入
使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人行步
道的铺砖工程已经全部完工，
路面已具备了初步通行条件，
相比原先的土路，新路更加宽
阔整洁，道路两侧还设有无障
碍通行步道。此外，施工方还
对道路两侧的裸露地面进行
苫盖，防止扬尘污染。随着道
路的投入使用，困扰周边居民
多年的出行难题也得以解
决。路过的市民告诉记者“原

来这道是土路，没修之前，一
到下雨，路上全是泥，而且滑，
之前就有好多老人在这摔
过。现在修了这条路，大家伙
儿走的也放心，路也宽敞了。”

据了解，这次施工共完成
人行步道铺装98米，面积 255
平方米，其中铺设无障碍通行
步道59平方米。接下来，区城
管委还将按照施工方案，对道
路周边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
改造，提升道路通行舒适度。
据区城管委市政设施养护科
刘锡勇介绍：“今年春节后，我
们还将对该道路的附属设施
进行完善，安装护栏、路灯等
基础设施，并对两侧进行绿
化，为咱们周边百姓提供一个
安全、舒心的通行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曹春阳
陈永）日前，从市第十二届首
都见义勇为好市民宣讲表彰
会上传来喜讯，王平镇河北村
社区干部吕永民、龙泉镇琉璃
渠村居民赵玉龙分别被表彰
为“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区
见义勇为工作办公室被授予

“首都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工作
先进单位”奖牌。

2016年3月的一个早上，
王平镇河北社区一家早餐铺
起火，吕永民不顾安危，徒手
爬到房顶上去灭火。事后吕
永民因救火行为摔伤，经专家
鉴定，被评为伤残八级。2016
年12月，区民政局依法确认其
见义勇为行为。2017年 6月
的一个傍晚，龙泉镇琉璃渠村
居民赵玉龙在永定河边休息

时发现一个男孩被冲到河中
央并大声呼救，赵玉龙不顾高
龄且伴有高血压，迅速跳进河
中，将孩子救上岸。2017年
11月，区民政局依法确认其见
义勇为行为。

近年来，区见义勇为工作
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做好见义
勇为保护激励机制、关心关爱
见义勇为人员、全面保障见义
勇为人员合法权益方面做了
大量的工作，全年定期走访慰
问见义勇为人员并足额发放慰
问金，定期组织见义勇为人员
疗养。利用见义勇为宣传月和
好市民评选表彰等时机，大力
宣传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善举
义举，让见义勇为英雄在政治
上有荣誉、生活上有保障，社会
上有地位，合法权益有保障。

我区见义勇为工作全市榜上有名

平凡之心 启磅礴之程
——区政协委员刘景来

本报讯（通讯员 柴华林）刘景来，
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土生土长门
头沟人。父老乡亲朴实、善良的美德
影响了他的一生。他从小生长在千
军台村，那里是群山叠嶂的一个小村
庄，时间回到1981年4月27日的上
午，这一天刘景来在家里高考复习，
突然村里广播中传来急促的声音：

“斋堂火村发生山火！”刘景来不由分
说拿起一把斧头就与村民一起赶往
火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翻山越岭，
他终于赶到了火场，投入了灭火战
斗。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他和战士
们一起不顾危险，冲在前面与火神搏
斗，山火终于在下午五时左右被扑
灭。几天后，也就是当年5月13日的
《北京日报》，以《高中生刘景来攀登
悬崖扑烈火》醒目的标题，对他的救
火事迹进行了专题报道。这是他人
生涉世之初，对他的影响及鞭策至深
的一件事，让他难以忘怀，从此他开
始了人生更高更远的追求。

1993年，刘景来和妻子开始创业
成立了好运粮店，每年春节前夕他都拿
出1000元左右的物品，与区民政局一
起慰问山里的特困户，把米面油送到他
们的家中，一直坚持到2000年公司转

型。这之后，他依旧把助人为乐作为自
己的人生追求，几十年坚持不懈。

2006年9月，刘景来创建了地区
性公益网站——门头沟论坛。2007
年2月10日，他创建了门头沟区第一
支民间公益组织——门头沟论坛志愿
服务队。那天是腊月二十三，是中国
传统的小年，第一次活动是门头沟光
荣院拜年联欢会，当天通过网络来了
30余人，大家不仅为老人们带去了歌
声和欢笑，还自发地捐款为每一位老
人购买了大红的中国结和一台小收音
机，献上了对老人们的深深祝福。

几十年来,他始终将乐于助人，
服务社会铭记于心，山区里的困难
户、五保户有些受过他的救助，米面
油里饱含了他的深情。光荣院、敬老
院有过他的身影，他将爱心和孝心带
到了老人心中。孤儿院、福利院、希
望小学有他长途跋涉的足迹，点燃了
孩子们的希望和梦想。他的公益活
动组织力和号召力影响了数万爱心
志愿者参与，无论是募集赈灾款，还
是贫困地区的衣物；无论是奥运、残
奥志愿服务，还是深山里的搜救行动
……他都将爱心播撒到京西的土地，
犹如一棵小草不断拓展延伸，用行动

诠释了奉献，用爱心书写了多彩的人
生。2011年，刘景来被门头沟区政府
评为“十大道德模范”。

2016年，刘景来接任齐白石美育
培训学校校长，他用爱心办学校，开
展为青海和新疆和田等地区捐赠衣
物和图书活动。每学期的开学前夕，
学校都坚持到清水学校对困难学生
开展“一对一”帮扶活动，此活动已坚
持四年。学校多次参与“创城”活动，
在“童画文明城，手绘新时代”门头沟
区少儿书画创作大赛中贡献突出，获
得了门头沟区创城“文明企业”荣誉
称号，在 2018年度北京市“身边好
人、社会好事”主题宣传活动中，刘景
来也荣登了“北京社会好人榜”。

刘景来是北京中企导航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他的企业是中关村门
头沟科技园的高新科技企业。

刘景来在担任门头沟区第十届
政协委员期间，参加十届政协一次全
会的第一天，他提交的第一份提案是
《关于加强青少年近视防
控的提案》。作为文体界
别的委员，刘景来积极参
加界别活动，三次到大台
地区对该地区的古文化

资源，特别是对千军台古村进行了深
入的考察与调研，期间两次与当地村
民及办事处领导座谈，并撰写了界别
《关于大台地区古文化保护的提案》，
为政府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刘景来还关注教育问题，针对校
外教育培训机构混乱现象，在经过深
入走访了解后，他撰写了《关于加强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管理的提案》，该
提案也被作为党派提案提交市政
协。同年，北京市教委等四部门联合
下发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同时，《人民政协
报》也对该提案进行了报道。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刘景来时
刻牢记一名政协委员的神圣使命和
责任担当，他长期关心关注热点民生
问题，通过学习提高调研能力，认真
地撰写好每一份提案，努力做一名有
一定履职能力和参政水平的政协委
员，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智慧
和力量！

区城管委“接诉即办”化难题
修复道路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元
旦节日期间，我区消费市场活
跃，气氛浓厚。区商务委组织
我区各大商场、卖场、电商平
台举办以“庆元旦”主题的多
种形式促销活动，积极营造喜
庆、祥和、安全的节日市场氛
围，满足市民消费需求。

记者在国泰百货商场看
到，商场针对节日特点，有针
对性地组织节令商品、名特新
优商品开展了以打折、积分兑
换等形式的促销活动，很多市

民一早就前来选购，掀起了百
姓节日集中消费的热潮。

国泰百货工作人员史阿
珍介绍：“假日期间，商场推出
各种优惠活动的同时，延长了
营业时间，同时在安全方面也
增加了工作人员，保证顾客的
购物安全。”

此外，区商务委要求各商
贸流通企业严把进货关，严格
执行商品进货验收和索证索
票等相关制度，保证进货渠道
安全。

我区消费市场促销让利活动丰富
满足市民购物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