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线电话:69849082/69847961 网址:www.bjmtgnews.com 本版责编/一品泓 本版美编/潘洁

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宣传部主办 北京市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承办 第1386期 今日四版

2020年4月15日 星期三 庚子年三月二十三 刊号:京内资准字2003-L0060号

4月18日首班车起 地铁苹果园站封站

优化营商环境 解决存在问题
区领导走访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入区企业

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就《北京市
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与绿色发
展条例》起草工作来我区调研

又是一年春光好
戒台古刹满园香

本周起 我区中小学生启动线上学科教学

我区抓实抓细复工复产安全防范工作
为企业提供帮助

都说“潭柘以泉胜，戒台以松
名”，其实在戒台寺里还有与“十大
名松”齐名的一种植物，那就是丁
香。

戒台寺景区内共有丁香 1103
棵，树龄在200年以上的就有20余
株，均为乾隆皇帝于乾隆 18 年御
赐戒台寺并命人从畅春园内移植
而来。转眼百年，畅春园作为圆明
园的一部分，已于 1860 年被英法
联军烧毁。如此古老的丁香，即使
是在故宫的御花园也仅有两棵而
已。戒台寺的古丁香数量之多，树
龄之古，在北京地区是首屈一指
的，因此，这些古丁香也就成为了
寺内十分珍贵的花木之一。

戒台寺的丁香花期一般在 4
月中旬至5月中旬，有紫色和白色
两种，密集呈圆锥状花絮。每逢丁
香盛开的季节，整个寺院弥漫着沁
人心脾的浓郁芳香。白色丁香洁
白如雪、粉色的丁香宛若霞光，与
榆叶梅、连翘、玉兰交织在一起，形
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生机勃勃的春
日胜景图。眼前是繁花似锦的春
光，耳畔是连绵不断的鸟鸣，如此
美景，真的是令人目不暇接、流连

忘返。
自 1997 年以来，戒台寺已成

功举办了 23 届丁香旅游文化节。

今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景区尚未对外开放。不过，记者通
过相关部门了解到，景区对外开放

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待到山门开
放日，再邀宾客赏丁香。

姚宝良/文/摄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4月13
日起，全区中小学调整学生居家
学习的内容与方式，由前一阶段
学生自主学习、自主管理为主，转
变为学校按照本学期课程教学计
划进行线上学科教学为主，集中
时间完成学科课程教学任务，学
生可通过门头沟融媒APP、歌华
有线电视、北京数字学校网站等
多种方式观看学习。

线上学科教学的第一天，中

小学生的线上第一课，由升国旗、
敬队礼开始，学生们庄严站立，用
少先队队礼，向与病魔做斗争的
勇者致敬。在大峪中学分校的线
上课堂上，老师向学生介绍课本
特点，梳理相关的知识，让学生了
解本学期的学科内容。

据了解，学校依托市级课程
资源，将课程类型、跨学科内容和
学科内容进行整合，以大概念、
大单元、任务群为基本形式，突

出基础、主干和核心课程内容，通
过安排学生观看市级课程内容、
教师解答和教师讲解知识点的两
种方式，实现“线上线下”教学无
缝链接。

大峪中学分校校长魏芳说：
“为使线上教学达到更好的效果，
我们统一使用 QQ 软件、统一上
课的时间、统一由教研组备课组
对市区级优质学科资源的统筹、
整合，然后应用于我们的教育教

学之中，以‘老带新’、以‘优秀骨
干教师带学科、带年轻教师’，打造
教师专业化团队。”

此外，区教委还要求，各学校
以自身特色发展相结合，制定“一
校一策”方案，并严格控制学生线
上学习时间，保证每名学生每天线
上学习时间不超过半天，小学阶段
每节课不超过25分钟，中学阶段每
节课不超过30分钟，坚持让学生每
天做眼保健操，保护学生视力。

本报讯（记者 闫吉）4月13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到中关村
门头沟科技园，先后走访芯盾时代、
智慧云测、瑞途科技等入区企业。

每到一处，付兆庚都详细询问
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和发展运行情
况，并听取企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回应企业提出的问题，帮助解决当
前存在的困难。

付兆庚指出，现在疫情防控还
未解除，企业不要放松警惕，做到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要“两手
抓”，确保员工健康。希望企业在发
展中要不断创新理念，研发新产品，
争做行业内的领军企业。同时，要

拓展自主可控业务，多领域合作，更
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付兆庚要求，区相关单位和部
门要主动上门对接，及时了解企业
需求，积极为企业搭建交流平台，挖
掘企业间合作新潜力。疫情期间，
区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国家和市、
区对企业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帮
助企业渡过难关。区委、区政府也
将坚定不移地支持驻区企业的发
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有效解决
存在问题，帮助企业用足用好各级
扶持政策，助力转型升级发展，获得
更好的效益。

区领导陆晓光参加走访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凯 张欣皓 杨
爽）景山学校门头沟校区高中部项
目工程日前正式复工。

施工现场，挖掘机、切割机等
各式工程机械正紧张作业，工人们
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为确保
防疫复工两手抓，前期，施工方按
照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对每一
位劳务人员的健康信息和行程记
录进行摸排，并严格执行14天医学
观察、日常消毒等措施，同时要求
施工人员佩戴口罩进行作业。

截至目前，已有88名劳务人员
达到14天的医学观察要求，可以进
行正常工作。接下来，施工方还将
对后续返京劳务人员严格执行医
学观察，确保安全施工。

据了解，景山学校门头沟校区
工程项目位于棚改安置房水煤浆
厂地块西侧，工程总建筑面积
79559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教学
楼、宿舍楼、操场、综合楼、游泳馆
等附属设施。新建校区为普通公
办十二年制学校，其中小学初中九
年一贯制，高中三年，共设立78个
班，可容纳3000多名学生，学校建
成后，将成为我区规模最大、学制
最长的学校。

据施工方介绍，目前，工程正

在进入主体结构建设。接下来，施
工方还将严格按照防疫要求，加快
推进工程进度，预计在年底前进入
室内装修阶段。

近日，区城管委积极推进南城
地区随路电力管线工程项目有序
复工。

据了解，金沙街电力管线起点
为华兴路，终点为莲石湖西路，石
龙路电力管线起点为三石路，终点
为新38路，本标段电力管线5085.8
米，电力隧道92.7米。

在工程项目现场，工人在经过
体温测量、信息登记等疫情防控措
施后，才能进场施工。施工区域
内，工人都佩戴好口罩，保持一米
以上间隔作业，严格执行疫情防控
相关要求，确保工程进度与疫情防
控“两不误”。

南城电力管线工程项目经理
张明华说：“我们要求工人在施工
前先进行14天的观察隔离，复工
后，我们再督促工人在做好自身的
安全防护的同时，项目部每日安排
专车接送，并对工人宿舍和工地进
行多次消毒和通风，确保工人身体
健康。”

这两处电力管线工程随路实
施，既能减少前期拆迁占地费用，

避免道路重复开挖，又降低了电力
管线的建设成本。项目实施后可
满足道路周边地块用电需求，完善
区域电力布局，提高区域内电力负
载能力以及供电可靠性。

区城管委工程协调科周辉表
示，下一步，该委在切实做好疫情
期间工地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的前
提下，将紧抓施工窗口期，扎实推
进已开工和新复工的各项工程的
推进工作，力争完成年度工作目标
任务。

位于斋堂镇白虎头村的“味
庭”民宿日前通过上交电子材料和
线上审批，在7个工作日内获得了
40万元流动资金的贷款批复。

据悉，“味庭”民宿是北京同道
众仁科技有限公司在我区经营的
第二家民宿。受疫情影响，年前
落成的民宿自春节至今一直无法
营业。订单流失的同时，经营民
宿还要面临人工、房租等成本压
力，以及项目停工、运营滞后等多
重困难。

为减轻疫情带来的损失，该公
司主动申请了农担门头沟分公司
的“应急保”产品。通过上交电子
材料和线上审批，该公司在7个工
作日内获得了40万元流动资金的

贷款批复。
作为我区第一家申请“应急

保”的民宿，“味庭”民宿在农担门
头沟分公司和贷款银行的支持下，
已有近半数员工返岗，开始为疫情
结束后的营业做准备。

据了解，在疫情期间，农担门
头沟分公司根据多方反馈，及时推
出“应急保”产品。与之前的同类
产品相比，“应急保”降低了准入门
槛，简化了操作流程，通过线上审
批、视频沟通、免费提供咨询服务
等措施，为民宿经营主体申请贷款
提供便利。

考虑到民宿经营的实际情况，
农担门头沟分公司将“应急保”设
为一年期贷款产品，以到期一次性
结清方式代替每月还息，担保费率
由年化 2%降至 1%，贷款利率由
4.35%左右降至4%，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民宿的经营困难。

目前，我区已有斋堂镇“这里
乡居”民宿、潭柘寺镇“一瓢”民宿
等多家民宿申请“应急保”产品。
下一步，农担门头沟分公司还将持
续关注旅游行业，根据民宿以及景
区新业态经营状况的变化，及时推
出相应产品，保障疫情期间旅游行
业的稳健发展。

增强护绿爱绿意识 不断改善生态环境

区领导参加春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记者 屈媛）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正是植树好时节。4月
10日上午，区委书记张力兵，区委
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陈国才，区政协主席张永，区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彭利锋等区四
大部门领导到永定镇何各庄代征绿
地地块参加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履行义务植树责任”为主题的全民
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现场，呈现出一派热火朝
天的繁忙景象，区领导们相互配合，
挥锹铲土、培实新土，堆起围堰、提
桶浇灌，认真地完成着每一道工
序。经过一个小时的劳动，共栽植
银红槭、白皮松、榆叶梅、白蜡、碧桃
等树木20余株，以实际行动参与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为北京再添
新绿。

张力兵指出，当前正是植树造
林的大好时节，要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科学有序推进春季植树造
林工作，做到疫情防控与绿化造林
两不误。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当好“两
山”理论守护人。要继续推进新一

轮百万亩造林、“留白增绿”专项绿
化任务以及公园绿地养护等各项工
作，打造处处皆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态宜居城市。

记者从区园林绿化局了解到，
由于当前仍处于疫情防控期，并不
适宜组织市民进行大规模义务植树
造林工作，区园林绿化局会根据实
际情况，将原计划举行的全民义务
植树活动推迟，具体活动时间待疫
情过后另行安排。此外，我区今年
全民义务植树活动采取了压缩规
模、缩短时间、简化形式，拉大种植
间距、提供有效防护、定时消毒消杀
等措施，全力保障2020年义务植树
活动安全顺利开展。

为确保疫情防控和绿化造林两
手抓、两不误，区园林绿化局结合我
区创建森林城市工作，将进一步加大
宣传力度，增强全民护绿、爱绿意识，
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同时，采取多种
形式开展绿化造林工作，明确绿化造
林整体要求和工序质量标准。

区领导张金玲、范永红、王建
华、金秀斌、庆兆珅、许彪、何渊、李
伟、陈波、孙鸿博、赵北亭、张翠萍、王
涛、高连发、杜斌英参加植树活动。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屈媛）
4 月14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刘伟带队来我区召开座谈会，就
《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与绿
色发展条例》听取各方意见。区委
书记张力兵，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
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国才，区政
协主席张永等区领导参加座谈。

会上，区规自分局汇报我区点
状供地实施规划；禹冰水利勘测规
划设计公司汇报我区河湖管理和保
护范围规划；随后，大家观看了区发
改委《集体建设用地审批优化介绍
短片》；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办副主任
杨武林介绍了《条例》立法情况；与
会人员和各镇街就《条例》内容进行
发言。

张力兵就《条例》中关于农村人
居环境、集体经济发展、特色文化保
护传承等方面内容提出了修改意
见。他说，市人大出台的条例紧跟
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把握首
都生态涵养区发展重点态势，从法
律层面对我区绿色发展给予了强力
支撑。我们将坚定不移的守好绿水
青山，不断强化规划先行，增绿治
污、拆违治乱等各项工作。

张力兵表示，门头沟区按照生
态保护是前提，规划统筹是关键，
政策是支撑，绿色发展、生态富民
是目标的发展方向，深入践行“两
山”理论，以“红色门头沟”党建为

引领，全力打造“绿水青山门头沟”
城市品牌。我们将坚定不移地保
障改善民生，进一步培育产业动
能，以一流标准推动生态富民和高
质量发展。

刘伟充分肯定了我区在生态涵
养区建设方面显现的成效，他指出，
门头沟区在绿色发展、总体规划和
点状供地这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特别是在贯彻“两山”理论
上，形成了新的理念，走出了符合门
头沟实际的绿色发展之路。门头沟
总体规划、具体规划、详细规划已经
到位。路径明确，能够统筹协调好
与市有关部门的对接问题。目前，
门头沟经验正在成型，具有可复制、
推广的价值。这些成果是门头沟区
委、区政府认真贯彻市委的各项指
示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
际出发，积极探索的结果。

刘伟要求，门头沟要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及时把这些成功的经验
上升到法律层面。还要关注补偿
机制问题，有计划地补齐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短板，落实点状供地相
关政策，实现“多规合一”。在下一
步工作中，门头沟区要建设和保护
好绿水青山，同时深入研究点状供
地带动周边村居发展问题，最终实
现绿色发展、生态富民。

区领导何渊、赵北亭、张翠萍、
王涛参加座谈。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
悉，为配合苹果园综合交通枢
纽施工和地铁苹果园站改造，
自4月 18日（星期六）首班车
起，北京地铁1号线苹果园站
封站，所有乘客停止进出站。
1号线列车运行区段变更为古
城站至四惠东站。预计2021
年底，苹果园站与苹果园综合
交通枢纽同步开通恢复运营。

为保障封站后市民正常
出行，公交集团将采取加车、
增发区间、调整站位、开行临
时摆渡线等措施，加大与1号
线并行线路运力，服务石景
山、门头沟等地区市民的出
行。地铁运营公司制定专项
保障方案，全力保证封站期间
地铁安全运营、组织有序。

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将

为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提供服务。枢纽投入使用后，
地铁 1 号线、6 号线、磁悬浮
S1线均可在此换乘。同时，枢
纽包含出租车、小汽车、自行
车、步行等多种交通方式，将
极大改善苹果园地区的公交
换乘条件,成为京西地区和其
它区域之间联系的重要换乘
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