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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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头沟小院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覆盖精品民宿覆盖3535个村个村
北京日报讯（记者 孙云柯 张

骜）7月17日下午，记者来到清水
镇洪水口村探访时，杨红梅正在她
开办的民宿“灵山木屋”打扫卫生，
随着防疫形势向好，连续数个周末
的订单爆满，小院又开始热闹起
来。在门头沟区，绿水青山间的

“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已覆盖全
区35个村。

“门头沟小院”是门头沟区打
造的精品民宿品牌，“灵山木屋”就
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推开“灵山木
屋”1街78号2乡的木门，扑面而来
的是整个院子生机盎然的锦簇花
团，清脆的石阶与两栋木屋浑然天
成，山葡萄藤和鲜花吊篮从藤椅、
房檐倾泻下来，像是要把游客环

抱。淅淅沥沥的小雨滴下，更增加
了院子里的清新与活力。

木屋的主人杨红梅是土生土
长的洪水口村人，在外打拼多年之
后，仍然对家乡的绿水青山和文化
积淀念念不忘，兜兜转转又回到了
村里，建起了“灵山木屋”民宿。刚
开始起步时，她受叶绍翁《游园不
值》的启发，将“我在木屋等您轻扣
柴扉”作为宣传语，并一点一滴、日
积月累地添置起树根书架、长板榆
木桌等特色物件，经过十余年发展
打造了这个饱含热情和心血的木
屋民宿。

后来，杨红梅的精品民宿理念
逐渐打动了街坊四邻，大家都开始
跟着她学习“灵山木屋”的经营模

式和理念，村干部也看准这条绿色
发展之路，带领村民一轮一轮搞起
了民宿发展，引导鼓励百姓结合乡
村旅游打造精品民宿。如今，村里
又出现了“向往拾光”“小苗家”等
一批精品民宿，全村168户全都捧
起了“金饭碗”、吃上了“旅游饭”。

在斋堂镇爨底下村，5个村中
保存较为完整的特殊山地四合院
院落被改造成“爨舍”民宿，与曾经
遍布的农家乐相比，“爨舍”屋内装
潢属中西风格结合，高端酒店的标
准加以中国传统字画、摆件搭配，
吸引不少城里白领周末在此驻
足。自今年5月 1日复工后，“爨
舍”周末入住率保持100%，平时入
住率约六成。

几里之隔的黄岭西村里则是
另一番景象，三位90后创业者合伙
在这里打造高端、青春风格的“有
关”民宿，让闲置农宅变成有格调
的民宿。深山的肃静、星级酒店的
配置和设计吸引了诸多城里游客
来此度假。

截至目前，以“灵山木屋”“爨
舍”“有关”民宿为代表的“门头沟小
院”精品民宿已经覆盖了全区35个
村。其中，21个村的31家精品民宿
已经营业，7个村的7家精品民宿正
在施工，另有10个村的10个项目已
经签约，全区民宿旅游户已达253
户。区委书记张力兵介绍，“十四
五”期间，全区将努力把100个村打
造成“门头沟小院”田园综合体。

增强责任担当 输送优质兵源
我区召开2020年度征兵工作动员大会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屈媛)7月
22日上午，我区召开2020年征兵
工作动员大会。区委副书记、区长、
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付兆庚出
席会议。

会上，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
金玲宣读2019年市、区级征兵工作
先进单位和个人表彰通报；副区长
张翠萍宣读征兵命令；区武装部政
委李森林总结2019年征兵工作，部
署2020年征兵任务。

付兆庚就做好征兵工作强调了
三点意见: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切

实增强责任担当，充分认清当前征
兵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针对征兵
工作新变化，及时转变思路、改进作
风、主动作为。二是要严格政策规
定，努力提高兵员质量。三是要加
强组织领导，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
成今年征兵任务，向部队输送优质
兵源，为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作出新的贡献！

据了解，与往年不同的是，今
年，义务兵征集由原来的一年一次
征兵、一次退役,调整为一年两次征
兵、两次退役。

区领导调研
旅游文化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7 月 20

日，区委常委、副区长庆兆珅到区文
化和旅游局调研全域旅游示范区验
收、精品民宿论坛、永定河文化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示范项
目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庆兆珅强调，在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的情况下，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
对标对表，倒排时间节点，高质量加快

推进各项工作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顺
利完成。要进一步发挥我区独特资
源优势，补足短板，保护利用好自然、
文化资源，推动旅游资源保护与文化
旅游全面融合发展。要统一思想，深
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以论坛的形式为基础，推动精
品民宿发展。要加强监督指导，整
合资源，全面监督各项工作开展。

坚持首善标准 全力做好“门察”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这儿的胡

麻油不错，今天我又来买了一瓶。
这个油有股淡淡的香味儿，没有芝
麻香油那么窜鼻子，我和老伴儿都
喜欢。”在位于我区水闸路的“灵山
绿产”体验店里，家住附近的李女
士拿着一瓶内蒙古自治区察右后
旗产的胡麻油跟记者介绍。

2019年10月17日，北京市消
费扶贫双创中心门头沟分中心暨

“灵山绿产”体验中心成立，察右后
旗的特色农副产品正式在我区售
卖。草原雪菊、牛肉干、胡麻油、火
山藜麦、奶制品等产品，深受我区
百姓喜爱，大家都说，尝鲜的同时
又参与了扶贫，真是一举两得。

2019年，我区还发挥与西城区
结对协作的优势，主动为察右后旗
等对口帮扶地区特色产品搭建展
销平台，两次在北京顺天府超市府
右街店举办对口帮扶地区特色产
品走进西城活动，把察右后旗的牛
肉干、奶制品等名优特产送到西城
老百姓的家门口。这种方式既丰
富了西城人民的菜篮子，又充实了
察右后旗贫困群众的钱袋子，进一
步加强了对对口帮扶地区特色资
源的宣传推介，拓宽扶贫产品销售
渠道，精准助力扶贫协作工作。

“门察”对口帮扶以来，我区始
终坚持首善标准，传承“四个一”历

史奉献的红色基因，全力帮扶内蒙
古察右后旗巩固提升脱贫成效，为
实现两地携手奔小康奠定坚实基
础。2019年全年，察右后旗共计脱
贫1011户2016人，贫困发生率降
至0.085%。

2019年4月，察右后旗“官宣”
摘掉贫困帽，并在7月通过国务院
扶贫办组织的退出评估抽查。据
统计，去年一年，北京市统筹安排
扶贫协作资金2551万元，我区额
外安排财政资金291万元，积极动
员机关团体、企业、社会组织等捐
款捐物折合108万元，有力帮助察
右后旗提升脱贫成效。

同时，我区向察右后旗新选派
2名党政干部，轮换到期的2名处
级干部和1名科级干部，全部分管
或协助分管扶贫协作工作。抽调
17名教育、医疗、农林、文化、环保
和社区管理人才开展长短期结合
的支援帮扶，充分发挥首都智慧，
积极送教、送医、送技下乡，提高当
地公共服务水平；深入开展带教、
培训，努力为察右后旗留下一支带
不走的专业队伍。

通过两地的交流、走访，针对
察右后旗干旱缺水、特色农产品缺
乏等实际，我区积极提供羊肚菌种
植、纳米气泡增氧2项技术，作为带
动察右后旗脱贫致富的新产业进

行示范推广。此外，我区加强产业
扶贫引导，实现社会资源与精准扶
贫有效衔接，组织20多家民营企业
赴察右后旗开展产业调研对接。
引导火山犇牛、京蒙新缘益2家企
业在察右后旗投资1000万元，带
动135名贫困人口。援建扶贫车间
2个，吸纳贫困人口就业22人。

据了解，2019年2月底，我区
联合察右后旗举办2019“京蒙劳务
协作”洽谈会暨“春风行动”大型招
聘会，其中我区推送企业14家、当
地企业 26 家，共提供 1608 个岗
位。同时，还通过就业微信平台向
贫困劳动者推送岗位信息，使他们
不出家门便能了解招聘信息。截
至2019年11月底，共提供招聘单
位209家、推介岗位信息5481个，
还针对察右后旗剩余贫困户劳动
就业技能不足、外出意愿不强的实
际，积极通过安排市区资金支持
2456名贫困户就地就近就业。

2020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面
对新形势、新任务，我区将继续坚
持首善标准，落实“四个不摘”要
求，聚焦察右后旗剩余74户
145名未脱贫人口，高质量
推动两地结对帮扶工作取
得实效。按照脱贫攻坚新
形势、新要求，研究制定并

印发《门头沟区2020年扶贫支援
工作要点》，细化分解31项协议指
标任务，进一步压实成员单位责
任，推动各项工作精准落实。

围绕脱贫攻坚目标要求，今
年，双方争取北京市扶贫协作资金
2393.95万元，区级财政投入资金
249.92万元，各镇投入财政资金50
万元，助力察右后旗巩固脱贫成
果。截至目前，18个市、区扶贫协
作项目已全部开工。其中，3个区
级项目已完工，受益贫困群众457
人。

就进一步做好“门察”两地对
口帮扶工作，我区将继续增派专业
技术人才，目前已确定14名专技人
才的专业和岗位，较去年大幅增
长，将于疫情稳定后尽快派出。同
时，加强扶贫企业引导动员，引导
有实力的企业在察右后旗投资带
贫。安排区级项目资金61万元，支
持察右后旗发展玫瑰花、中草药种
植和扶贫车间等带贫效益好的产
业项目，预计吸纳29名贫困人口就
业，带动185名建档立卡户受益。
20年的中考工作顺利、有序完成。”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
虹）记者从区生态环境局了
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区空气
质量达标天数为127天，比去
年同期多了7天。

今年上半年，PM2.5 的
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 39 微
克，同比下降 7.1%。可吸入
颗粒物、二氧化硫和二氧化
氮浓度分别为每立方米66微
克、4微克和 24微克，分别同
比下降14.4%、20%和25%。

污染防治是我区生态环
境建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今年上半年，区生态环境局
以高压的执法态势，精细化

的管控方式，强有力的监管
执法力度，打响蓝天、净土、
碧水保卫战。

数据统计，截至 6 月底，
区生态环境、公安交管部门
共检查车辆 9140 车次，暂扣
违法车辆 80辆，处罚 454辆，
淘汰国三排放车 175 辆。检
查施工工地 3000 余项，发现
问题 85 起，处罚 123.5 万余
元，运输车辆遗撒泄漏 107
起，处罚 15.1 万余元。对辖
区餐饮企业开展监督检查
1192家。检查排污单位和点
位 2000余家次。完成 1家一
般制造业企业退出。

上半年，我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去年同期多7天

此外，区生态环境局建立健全地表水水源地污
染源动态监管台账和水污染长效监管机制，实现永
定河、斋堂水库沿线污染源精准治理，同时开展饮
用水安全状况信息公开，地下水监督性监测，优化
地下水监测评估体系，并联合区农业农村局、区规
自分局、区园林绿化局等部门，建立污染地块联动
监管机制，开展土壤环境状况详查，推进排污许可
证核发工作。

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人们健康、幸福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希望广大
市民积极参与到维护我区生态环境的行动中来，坚
持垃圾分类、绿色出行，减少污染行为，共同携手，
打造“绿水青山门头沟”城市品牌。

本报讯（记者 耿伟 刘鹏）近两
年，清水镇梁家庄村依托市区低收
入精准帮扶举措，先后引入“创艺乡
居”精品民宿和高山芦笋、奇异莓等
特色农产品种植项目，帮助村内低
收入户增收，走出了一条适合村子
发展的生态富民之路。

在精品民宿“创艺乡居”36号
院内，村民孙荣星作为“小院管
家”，正在打扫客房，由于新冠肺炎
疫情，屋里的消毒工作必须细之又
细。51岁的孙荣星是村内的低收入
户，之前以打零工为生计。去年,村
里在结对帮扶企业的帮助下，建成
了17套精品民宿，优先聘用村内低
收入户进行管理，孙荣星经过选拔
和培训，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份长期
工作，收入与之前相比，更多也更
加稳定。

说起今夕对比，孙荣星难掩心
中的喜悦，她说:“现在，天天乐乐呵
呵的，虽然忙碌但很开心，有了一份
儿稳定的工作，离家也近，工作的同
时还能够照顾家，真挺好的。”

群山环抱的梁家庄村地处深山
区，在我区2010年关停煤矿后，村
里没有支柱产业，全村一半人口成
了低收入户，村子也成了低收入
村。2018年5月，北京国资公司与
梁家庄村签订“一企一村”结对帮扶
协议，开始利用空置院落，发展精品
民宿。17套新建成的“创艺乡居”去

年为村里带来了30万元的收入。
与此同时，村子加大了基础设施建
设，重新铺设道路，种植景观花卉，
绘制文化墙。现如今，村子摇身一
变，成了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

梁家庄村党支部书记肖清海告
诉记者，现在村里有3名低收入户
在民宿里面就业，每月2000多元，
老百姓的闲置房子也有了租金收
入，而且村里在民宿项目方面，占股
份51%，这对村里来说，是件一举多
得的好事。最主要的是一些大学生
都回村里来了，到民宿当管家，原来
年轻人都往村外走，现在不少人都
想回村里。

除了发展精品民宿，村里还依
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大力
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先后引种高
山芦笋、奇异莓、南果梨等特色蔬菜
果品。今年上半年，通过区委、区政
府拓宽的销售渠道，村子的高山芦
笋收入30余万元。青翠的群山，古
朴的小院，特色的果蔬，梁家庄村逐
渐走出了一条适合村子发展的生态
富民之路。

说起今后的发展，肖清海表示，
今年，北京国资公司计划在村里开
发民宿二期工程。目前，我们正在
跟村民签订16套闲置院落的租赁
协议。未来，精品民宿以及芦笋基
地都将为村里带来收入，全村人对
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了。

实施精准帮扶 助力村民增收
梁家庄村走上生态富民之路

市领导来我区调研
“五新”政策落地工作落实情况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屈媛)7月
23日，副市长王红带队围绕推动

“五新”政策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工作来我区调研，实地走访了
精雕科技、夏禾科技两家高新技术
企业和区政务服务中心。区委书记
张力兵，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陪
同调研。

王红一行相继来到精雕科技公
司和夏禾科技公司，实地查看了精
雕展示大厅，分别听取了两家企业
坚持自主研发，以及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背景下，积极复工复产，推动科
技创新发展情况的汇报。在区政务
服务中心，王红一行查看了政务大
厅提升新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
等相关工作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付兆
庚汇报了我区上半年经济发展情
况，以及落实“五新”政策有关措施
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王红指出，门头沟区政务服务

中心的24小时自助无人超市、特殊
人群的政务服务无障碍绿色通道等
设施建设，体现了贴心服务的服务
理念，在工作创新方面，走在了全市
前列。在下一步工作中，要不折不
扣地落实好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工
作要求，力争全面完成全年任务，为
地区百姓创造更多福祉。要多措并
举，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详细制定近期目标和长
远规划，同时继续做好改革创新，引
进、培育更多高科技企业，让企业效
益最大化地留在本地。要树立全市
一盘棋思想，市相关部门要通过产
业联动，推动门头沟区产业高质量
发展。要真抓实干，不断促进“五
新”政策落地，持续优化地区营商环
境，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进一步提
高精准服务和精细化管理能力，促
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领导陆晓光、庆兆珅、赵北
亭、李晓峰陪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