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月月，，我区我区PMPM22..55浓度同比下降浓度同比下降12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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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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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期 今日四版

2020年6月12日 星期五 庚子年闰四月二十一 刊号:京内资准字2003-L0060号

“1431”工作思路
助推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稳步发展

多元角色守初心多元角色守初心 我区师生的战我区师生的战““疫疫””担当担当

我区首批“门头沟小院”挂牌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记者
日前从区生态环境局获悉，5 月
份 ，我 区 空 气 中 细 颗 粒 物
（PM2.5）累计浓度为 29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12.1%。达标天

数为20天，空气重污染1天。
据了解，今年以来，区生态环

境局抓源头、严监管、强执法、广
动员，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同时，不断强化生态治理，取得

了良好成果。截至 5 月底，我区
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累计浓
度为 4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3%。其他几项主要污染物中，
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

（SO2）和二氧化氮（NO2）平均浓
度分别为每立方米 64 微克、4 微
克 和 25 微 克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21%、20%和 24.2%。达标天数为
116 天，空气重污染7天。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6 月 9
日，清水镇梁家庄村“创艺乡居”、
小龙门村“朗诗乡居”、潭柘寺镇紫
旸山庄等多个精品民宿项目成为
首批挂牌的“门头沟小院”，揭开了
我区精品民宿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的新篇章。

紫旸山庄与潭柘寺景区相邻，
是全区规模最大的一处民宿项目，
占地11万平方米，拥有224套体量
不同、空间布局各异、设计风格独
树一帜的景观小院。一瓢客栈是
其中接待游客量较大的一个小院，
共有8间不同风格的房间。从“五
一”假期开始恢复营业以来，客栈
满负荷运转，客房几乎每天都被订
满。宅家许久的市民纷纷来到这
处风光秀丽、幽静宜人的半山古村
中休闲度假。正在小院凉亭休息
的吴女士说：“这里的环境比市区
要舒服很多，天气也凉快，所以就
想带妈妈过来体验一下。这里还
有一些私汤可以户外泡澡，下午茶
也很有特色，景色也好看，是个不
错的度假胜地。”

紫旸山庄的民俗运营负责人
周晓军说，现在，整个山庄的民宿
入住率在70%左右，一瓢客栈更是
几乎天天爆满，周末房间已预定到
7月末了。此外，我们也做好了防
疫防控的措施，所有入住的客人必
须要出示健康码，做体温测量。

紫旸山庄的火爆只是我区众
多民宿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为了更精准、有力地
推动精品民宿生根落地，我区抓住
与西城区结对协作的大好机遇，创
新设立了8亿元乡村振兴绿色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进一步激发了文旅
企业和村集体组织的热情和信
心。通过举办精品民宿发展论坛、
精品民宿推介会等方式，积极“搭
平台、推政策、聚资源、育精品”，精
心打造了“门头沟小院”民宿品牌，
提出了“门头沟小院+”主题田园综
合体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并从地
域文化挖掘、扶持政策引导、配套
设施保障、营商环境优化等多个环
节大胆创新、集中发力。

区委常委、副区长庆兆珅接受

采访时表示，“门头沟小院”是我区
去年底推出的一个精品民宿的品
牌，这也是北京市第一家地区性的
精品民宿品牌。目前，正在营业的
24家精品民宿，包括在建和签约的
13家，都是在“门头沟小院”这样的
母品牌下进行发展的。

据了解，这次“门头沟小院”的
挂牌儿主要也是为了深挖我们的
门头沟小院儿+主题田园综合体。
下一步，我区将更多地集成政策和
资金的扶持，更好地集成门头沟地
区的资源禀赋以及文化的脉络，多
方联动做好“门头沟小院”“+产业”

“+文化”的大文章，更好地助力我
区精品民宿的产业链进行闭合式
发展，带动山区农民增收，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

我区作为重要的生态涵养区，
历史上为首都发展奉献了“一盆火”

“一腔血”“一桶金”“一片绿”。在产
业结构升级和生态转型的历史使命
下，区委、区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当好‘两山’理论守护
人，打造绿水青山门头沟”的精准

指示和战略要求，把“精品民宿”作
为守护生态山水、建设美丽乡村的
重要路径。我区生态环境良好、自
然资源丰富，有着独具特色的生态
山水、红色历史、民间民俗、古村古
道、宗教寺庙、京西煤业“六大”文
化。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贯穿全
境，北京之巅东灵山、华北天然动
植物园百花山、华北“金顶”妙峰山
围绕环抱，京西古道串联起了爨底
下、灵水、琉璃渠等54个古村落，京
西太平鼓、皇家琉璃烧造、妙峰山
庙会等12项国家级、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异彩纷呈，潭柘寺、戒台寺
更是享誉中外。此外，门头沟城区
距天安门仅25公里，多条城市快速
路直通市中心，是距离市中心最近
的郊区。这些都为门头沟发展精品
民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孕
育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相关负责人表示，“门头沟小
院+”主题田园综合体建设必将抒
写出守护生态山水的华丽篇章，描
绘出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打造出
践行“两山理论”的生动样板。

本报讯（记者 耿伟）今年以来，
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以构建“高精
尖”产业结构为目标，以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垃圾分类为重点，紧抓复
工复产和营商环境优化这两个关
键，不断提高招商引资力度和重点工
程建设进度，逐步形成“1431”的工作
思路：即“做好一项规划、聚焦四个着
力、抓好三项建设、夯实一个根本”。

做好一项规划。以中关村门头
沟科技园为核心，以新首钢协作配
套区、阜外医院西山院区、绿色金融
产业区为支撑，研究制定《门头沟区

“一园三区”建设发展实施意见》，推
动产业培育与示范区建设有效衔
接，着力构建“一园三区”新格局。

聚焦四个着力。一是着力新政
宣传，加快梳理细化“门十条”新政实
施细则，通过线上平台、线下阵地加
大面上宣传力度，尽快将政策红利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着力招大引
强，在“载体”上做文章，争取以土地
和现有载体招商的形式引进重大项
目，在“专”上寻突破，借助中介力量，
以商招商。三是着力产业培育，以园
区现有行业龙头企业为引领，加大人
工智能，高端制造、医药健康等产业
的培育力度。四是着力优化环境，加
强各类经济指标监测，提高服务能力
和水平，优化业务流程，优化营商环
境，让园区成为好企业成长沃土。

抓好三项建设。一是抓载体建
设，积极拓展空间资源，加快现有空
间载体建设，致力于改善开发区创
业环境、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助推高
质量发展。二是抓安全建设，坚持
底线思维，抓好园区安全生产工作，
实现有机制、有检查、有考核、有问
责的管理体系。三是抓自身建设。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履职尽责
能力和水平，用理论武装头脑，用理
论指导实践，提高服务意识和协作
意识，打造京西石龙铁军，践行“讲
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神。

夯实一个根本。该园区以“红
色门头沟”党建品牌和“1179”工程
为引领，加强园区党建工作，深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突出院所的理论优势和园区实
践特点，打造全市马克思主义读书
会品牌标杆；以京西创客工场为载
体,打造全市党群服务中心示范标
杆；以红色精雕为样板，打造一批特
色党建活动创新标杆。

今年1至4月份，该园区企业纳税
11.69亿元，实现区级财政收入4.71亿
元，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3.30%。其
中，一季度新招引企业纳税1.11亿
元，同比增长14.06%，形成区级财政
收入2736万元，同比增长12.51%。
1至5月，该园区共新招引企业126
家，注册资金共计128.27亿元。

我区召开2020年禁毒工作会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6 月 10

日，我区召开2020年禁毒工作会。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禁毒委主
任彭利锋，市禁毒办副主任高延庆
出席会议。

会议部署2020年全区禁毒工
作要点。依据北京市 2020 年至
2022年禁毒工作规划，我区将严格
落实《北京市区禁毒办工作规范》，
积极参与第三批全市禁毒示范街
乡、无毒校园创建活动。推动在各
镇、街建设“6·26”服务中心。健全
完善全覆盖毒品预防教育体系，宣
传弘扬“绿色无毒、阳光生活”的理

念。健全完善全环节管控吸毒人员
体系，最大限度地帮助戒毒人员戒
断毒瘾、回归社会。拓展涉毒情报
来源，健全查缉机制，全面提升缉毒
打击能力，提升我区毒品问题综合
治理水平。

彭利锋强调，全区各单位要认
清我区禁毒斗争形势，切实增强做
好禁毒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全面
压实责任，结合疫情防控，创新宣传
模式，巩固我区禁毒预防宣传教育
成果。

副区长、区禁毒委副主任孙鸿
博参加会议。

我区与清华附中签署合作协议我区与清华附中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 马燊）6月10日

下午，我区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签
署合作协议。未来几年，双方将共
同筹建清华附中潭柘寺学校。该
校将设学前部、小学部和中学部，
届时可提供3870个优质学位。清
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姜胜耀，清
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殿军，区委
书记张力兵，区委副书记、区长付
兆庚等领导出席签约仪式。

仪式上，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
区教委分别汇报了合作筹建情况；
付兆庚和王殿军分别代表区校双
方签署了合作协议。

姜胜耀说，门头沟区潭柘寺镇
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是不可多得
的优质教育用地。我们希望通过
这次合作，能够为地区经济社会各
方面发展贡献力量，能够为门头沟
区吸引人才、聚集人才、培养人才

提供助力。此外，我们还希望在合
作中，能够积累更多教育经验，为
清华附中今后的教育工作提供宝
贵借鉴。

张力兵表示，近年来，我区秉
承着“四个一”理念，不断强化优质
教育资源引进，统筹规划教育布
局，目的就是为地区百姓提供更好
的教育环境。清华大学作为顶尖
名校，扎根我区教育工作，对于我
区教育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签约
之后，希望双方以“同志相得、同仁
相忧、同意相亲、同爱相求、同道相
成”的决心和信心，共同加快推进
清华附中潭柘寺学校项目落地。
同时，希望能够深入研究探讨更加
广泛的合作。门头沟区也将为该
项目打开绿色通道，积极提供优质
的服务和支持，推进项目早日投入
使用。

清华附中潭柘寺学校总占地
面积约176亩，分为学前部、小学
部、初中部，其中包括3所幼儿园、2
所小学和 1所完全中学，设计规模
为105个教学班。目前，已建成1
所幼儿园和1所小学，签约后将按
照程序完成交接。

正式签约后，区、校双方将成
立潭柘寺学校筹建处，共同研究、
推进潭柘寺学校基建工程、招生规
模、教师选聘、政策等问题。

据校方相关负责人介绍，潭柘
寺学校规划建设将体现清华元素，
清华附中也将派出包括执行校长
在内的管理团队和骨干教师，参与
学校管理和教学。

近年来，我区不断引进优质教
育资源落地，通过名校办分校、组
建教育集团、与高校合作办学等举
措，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

等化水平，相继引进了首师大附
中、北京实验二小、人大附小、北京
八中和景山学校5所名校，建立了
首师大附中永定分校、实验二小永
定分校、人大附小京西分校、景山
学校京西实验学校。组建了八中
京西教育集团，实现北京八中京西
校区与八中永定实验学校、八中斋
堂中学、八中京西附属小学在文化
和管理方面的融合。与北京师范
大学合作，组建京师教育集团，实
现京师实验小学、京师实验中学在
学校管理一体化发展。

区委常委、副区长庆兆珅说：
“下一步，我区将进一步推进教育综
合改革试验，深化办学体制改革，激
发办学机制，增强办学活力与效益，
在教育布局、资源配置等方面实现
城乡一体化管理，全面提升我区基
础教育的内涵、品味和影响力。”

未来可提供3870个优质学位

区政府召开规自领域
专项治理整改工作专题会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6月 11
日上午，区政府召开规自领域专项
治理整改工作专题会。区委副书
记、区长付兆庚出席会议。

会上，区专项治理工作专班和
区农业农村局分别汇报了规自领域
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区城管执
法局汇报了违法建设治理情况。

付兆庚强调了五点意见：一是
全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明确工作标准，优化工作机制，
在专项治理工作上进一步取得成
效。要把开展规自领域专项治理作
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坚
持问题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
项整改任务落实，坚决维护首都规
划严肃性、权威性。二是要对标对
表，落实任务。各主责部门要把握
工作节奏，制定计划，倒排工作，全

力推动整改治理落到制度层面、实
施层面、成效层面。三是要严格把
关，真改真落实。全区各部门要依
法依规贯彻专项整治各环节工作，
逐级压实责任，巩固基本无违法建
设区工作成果，加强非建设空间管
理，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把

“村地区管”落到实处，稳妥有序推
进治理工作。四是要调研检查，监
督整改。坚决把整治纪律挺在前
面，强化事前事中监督，对各主体责
任落实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全程督
办，以整改问题为导向，总结成效，
实现问题整改全覆盖。五是要聚焦
成效，做细做实。全区各部门要聚
焦政策成效，确保上下贯通，长期坚
持，稳步推进，把“当下改”和“长久治”
结合起来，确保整改工作走深走实。

区领导赵北亭参加会议。

区委统战部举办
2020年党外代表人士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安振宇）6月 10

日上午，区委统战部举办2020年党
外代表人士培训班，旨在加强新时
代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提高党
外代表人士政治理念素质。区政协
主席、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永出
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72名党
外人士代表参加了培训。

张永在讲话中强调，党外干部
要坚定政治信念，严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认真尽责履职，在责任担
当上更加有为；要牢记自己的职责
使命，充分认识教育培训的意义，确
保培训有质量、有效率、见成效，圆
满完成培训任务。

据了解，这次培训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利用现代科
技手段，发挥线上平台优势，参训学
员可通过手机，使用直播软件进行
学习。

精品民宿成践行“两山理论”新名片

我区39所幼儿园 266名大班幼儿复园复课
本报讯（记者 屈媛）6月

11日，我区39所幼儿园大班全
部复园，266名大班的孩子们
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教室，小伙
伴们相见甚欢。

上午7点半，育园小学附
属幼儿园的孩子和家长们就早
早来到幼儿园门口，在教师的指
导下，认真填写儿童健康和疫情
防控个人承诺书。孩子在入园
时摘掉口罩并进行体温检测和
手部消毒，在教师的带领下，按
照地上的“一米线”排队有序入
园，家长则会带着孩子摘下来

的口罩从另一侧出口离园。
教室内，孩子们按照重新

调整好的桌椅距离坐好，老师
将精心备好的营养早餐按照

“一餐、一具、一幼儿”的方式进
行发放。

“在复园前，我们给家长们
提供幼儿入园后一日生活的指
南，详细记录了从入园前到离
园的相关流程。”该园园长王秀
芝说。

区第二幼儿园在教室入口
处制造了欢迎幼儿回家的开园
氛围，有气球、照相框、多宝格

造型，使孩子们进入幼儿园产
生愉悦的心情。各班老师还绘
制了漂亮的板报，为幼儿制作
了开园小礼物，缓解孩子们的
焦虑情绪。

区第二幼儿园负责人表
示，该园将总结大班开园的经
验与不足，认真整改，迎接小、
中班的顺利开园，确保三个年
龄段的幼儿们同时入园的有序
性、安全性。

记者了解到，全区幼儿园
中、小班也将于6月17日复园
复课，7月11日统一放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