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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拟占用自然保护区公示

建设项目拟占用自然保护区公示
因开展 2018年门头沟区清水镇椴木沟泥石流地质灾害治理

项目施工工作，需占用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将该项目占

用自然保护区的情况公示如下：

项目建设内容：2018年门头沟区清水镇椴木沟泥石流地质灾

害治理项目，治理区面积为 96920平方米，合 145.38亩，主要工程

措施有沟道整治工程、拦挡工程、护坎（挡墙）工程、排导工程、石

笼工程、盖板桥工程、道路工程和涵管工程等。整个治理区全部

位于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期限：永久使用。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面积：永久占地为8.7亩（全部位于自然保

护区试验区）。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的范围：治理工程分布在椴木沟的 2条主

沟，西至灵山路北京美如画客栈，东至灵九路北台村，全长

2784米。

本公示起止日期：2020年8月12日至2020年8月16日。

公示期满后，如无异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头

沟分局将依法上报该用地申请。在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与以

下联系人联系：

项目建设单位：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头沟分局

联系人：田嘉楠 联系电话：69829647

因开展清水镇黄安坨村、梁家庄台下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治

理项目工程，需占用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将该项目占用

自然保护区的情况公示如下：

项目建设内容：清水镇黄安坨村、梁家庄台下村泥石流等地

质灾害治理项目，工程治理区域主要包括黄安坨村以及梁家庄台

下村，其中黄安坨村治理区位于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该

区域内一条泥石流主沟、两条泥石流支沟需要治理。治理内容主

要包括拦挡坝、谷坊坝、防护堤、排导槽、涵管以及混凝土路面。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期限：永久使用。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面积:永久占地为 3.9亩（全部位于自然保

护区缓冲区）。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主沟位于黄安坨村 509村道任正

丰住户以南约 15米处，东至黄安坨花树套沟约 370米，西至黄安

坨花树套沟约150米，长3.06公里。1#支沟位于主沟上游南侧约

100米处，长 1.63公里，2#支沟位于主沟中下游北侧约 210米处，

长0.78公里。

本公示起止日期：2020年8月12日至2020年8月16日。

公示期满后，如无异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头

沟分局将依法上报该用地申请。在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与以

下联系人联系：

项目建设单位：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头沟分局

联系人：田嘉楠 联系电话：698296478月份第二周(8.3-8.9）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九龙路西龙门段路侧景观提升工程全面完工

文明农村人居环境

东辛房街道优化窗口服务方便群众办事

村容村貌美如画 人居环境有提升

黄塔村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皓）
东辛房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以服务群

众、方便群众为出发点，完善便民服

务中心的建设，重新布置各项业务

服务窗口，着力优化街道营商环境，

进一步提升综合服务质量。

走进便民服务中心，宽敞明亮

的大厅，干净整洁的环境，让人眼前

一亮。大厅内设有引导咨询台，前

来办事的群众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排

号、按顺序办理相关业务。

一位市民说：“这段时间，我来

这办事有两三次了，办什么业务都

挺快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如果有

什么不懂的，工作人员都会耐心地

给我讲解。”

不仅有舒适的办事环境，中心

还进一步优化了服务窗口，在原有7

个窗口的基础上，增设1个供热服

务窗口，市民可到窗口办理相关服

务业务，咨询供热问题。窗口还提

供“即时报修，立即上门”服务，真正

实现了市民办事“只进一扇门”“最

多跑一次”。

一位办理供热服务的市民说：

“来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办事真是

太方便了，特别是增设了供热窗口

后，我觉得更好了。以前想办供热

业务的时候，由于路程远需要坐

车，我们这些岁数大的人，腿脚不

好，特别不方便。现在好了，家门

口就能办，不用跑了。而且工作人

员的上门服务也很快，检查供热管

道很细致。”

供热服务窗口的增设，极大缩

短了辖区用户来往时间，为百姓提

供了便捷的供热服务。据了解，新

增供热服务窗口的营业时间为周一

至周五9时至17时，周六、日休息。

北京热力门头沟分公司工作人

员说：“我们在东辛房街道共有

16624个用户，街道为我们提供的

供热服务窗口，也为我们入户维修、

‘接诉即办’工作搭建了很好的平

台，协助我们更好地践行‘温暖千家

万户，助力美好生活’的企业使命。”

截至目前，东辛房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共有8个窗口，包括4个综合

窗口，4个临时窗口，涵盖了民政、老

龄、残联、社保、住房保障等10余项

服务内容。

东辛房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李英杰说：“我们将根据百姓的

需求，增设其他的服务窗口，不断优

化服务，逐步建立并完善高效、便民

的基层政务服务体系。”

本报讯（记者张修钰 闫吉）龙泉

镇西龙门村结合”创城“和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指标要求，对九龙路沿线西

龙门段道路周边实施提升工程。目

前，这项工程已全面完工，正在进行

景观维护。

记者在工程现场看到，景观提升

后的道路两侧变得干净整洁，路侧增

加了绿化景观护栏，栽植的蔷薇紧邻

围墙。移栽的玫瑰顺着山坡整齐的

排列生长,工人正在进行除草作业，确

保环境整洁卫生。九龙路西龙门段

道路西侧紧邻山边，改造后增设护

栏，游客爬野山现象得到有效改善。

据了解，这次的景观提升工程在

东西龙门洞口安装围栏 340平方米，

平整洞口土地并移栽玫瑰花1230棵，

此外，还修整了排洪沟，修补了老九

龙路路面。

西龙门村党支部书记李春刚说：

“安装护栏是为了防止游人爬野山、

强化护林防火。我们还聘请了专业

公司维护检查，并安排专人进行巡

查，发现护栏损坏，及时进行修理。”

近年来，清水镇黄塔村严格

按照区镇两级部署要求，坚持以

“红色门头沟”党建为引领，统筹

推进垃圾分类、美丽乡村建设、

“创城”等工作，大力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切实让村庄变

美、生活变富、产业变强。

村“两委”班子高度重视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及时组织学

习并传达相关文件指示精神。一

方面，成立人居环境整治专项工

作小组，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建立

督查考核机制，签订相关责任书，

确保工作有效推进。另一方面，

加大宣传力度，在村中醒目位置

张贴禁止乱丢垃圾警示牌，发动

全村党员群众积极开展环境整治

宣传活动，着力培养村民的主人

翁精神，不断提升村庄整体面貌。

建立完善公厕长效管护机制，

对村中 5座水冲公厕进行提升改

造，完善配备指示牌，配备专职保

洁员，规范具体工作职责。村党支

部书记与保洁员签订责任书，切实

做到责任到人，奖罚分明。强化日

常监督检查，定期通报发现问题并

立行立改，着力保持村庄清洁常态

化。同时，为了便于集中管理，因

地制宜实行分区域管理模式，将村

庄整体划分为3个区域，每个区域

由 2名专人负责每日对所辖区主

要街道、卫生死角、房前屋后进行

清扫保洁。针对部分外来游客乱

丢垃圾等不文明行为，村中安排专

职人员负责捡拾河道、路边白色垃

圾，加强保护环境宣传力度，切实

保证了村庄环境的整洁有序。

黄塔村按照市区镇统一要求，

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逐户发放

垃圾分类宣传册，并为每户村民配

备分类垃圾桶、袋，引导百姓严格

执行垃圾分类管理措施。根据本

村实际，探索实施垃圾分类定人定

点上门收集模式，真正做到“垃圾

不落地，分类有人管”。针对村内

乱堆乱放问题，村党支部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每月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组织在村全体党员和

热心群众进行环境卫生大扫

除，清理各家门前杂物、乱

堆乱放，共同维护美丽家

园。倡导绿色文明施工，要求施工

方开工前向村委会报备，并按照

“谁施工谁负责”的原则，做好施工

前中后期的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切

实做到“活完料净脚下清”，努力营

造良好的村庄环境氛围。

接下来，黄塔村将继续践行

“两山”理论，坚持以“红色门头

沟”党建为引领，集中力量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一步夯

实前期整治成果，让村庄整体环

境更上一层楼。

清水镇、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街街街街
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镇镇镇镇、、、、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
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

镇镇镇镇、、、、村河长发村河长发村河长发村河长发
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

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
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

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
题整改率题整改率题整改率题整改率（（（（上周上周上周上周））））

1 大峪街道 100% 村级河长 
巡河率考核
不包含社区
级河长

0 - 0 -
2 城子街道 100% 1 100%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0 - 0 -
4 大台街道 100% 0 - 2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0 - 3 50%
6 永定镇 100% 100% 1 100% 1 -
7 龙泉镇 100% 100% 0 - 1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0 - 1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1 0% 5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1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1 100% 2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2 100%
13 清水镇 1 1 0 - 4 66%
全区合计 100% 100% 4 75% 22 90%

8月份第1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东辛房街道 98.1 1
军庄镇 97.6 2
永定镇 97.3 3
龙泉镇 97 4
城子街道 96 5
大峪街道 95.1 6
潭柘寺镇 94.1 7

其他地区

斋堂镇 98.4 1
清水镇 97.6 2
雁翅镇 97.3 3
王平镇 97 4
大台街道 96 5
妙峰山镇 95.2 6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
皓）近日，永定镇召开物业管理委
员会暨物业管理委员会党支部成
立大会。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王建华，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副区长张翠萍出席会议。

会上，永定镇党委介绍物业
管理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委员会党
支部组建情况。张翠萍为丽景长
安二期物业管理委员会揭牌。

据了解，丽景长安二期物业
管理委员会和党支部成立后，以
党建为引领，依法监督物业日常
工作，充分发挥居民与物业间沟

通的桥梁纽带作用。
王建华要求，各镇街和相关

单位，要向永定镇认真学习好经
验、好做法，统筹抓好落实，把提
升业委会组建率作为“三率”中的
首要任务进行谋划，同步谋划好
业委会党组织组建工作。各相关
单位要加大支持力度，上下联动
共同破解“三率”提升中的难点问
题。各业委会成员，要加强对相
关政策和规定的学习，依法履行
职责。要以落实物业条例为契
机，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面
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强化党建引领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闫吉）8月10日

下午，歌华传媒杯2020北京文化

创意大赛门头沟赛区智能文创园

分赛场举行决赛。区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张金玲出席活动并致辞。

本次决赛以现场路演、答辩

的形式进行。项目内容涵盖文创

教育、IP孵化、文创服务、文旅等

多个方向。在活动展示环节，还

邀请了我区对口帮扶地区进行文

创项目展示。经过激烈角逐，陈文

龙的《小球大世界在科普领域的应

用》获得本次大赛一等奖。《大三里

云“书”》项目获得永定河文化特

别创意奖。区委常委、副区长庆

兆珅为获奖选手进行颁奖。

据了解，活动自7月28日启

动以来，面向北京市及我区对口

帮扶河北省涿鹿县、内蒙古武川

县、察右后旗共征集了78个创业

项目，经过初赛、复赛的激烈角

逐，最终有11个项目挺进决赛。

自2017年开始，我区已先后成功

举办三届北京文创大赛门头沟区

分赛场的比赛，每年都会有项目

在北京文创大赛总决赛中获奖。

项目均已成功落户我区，有效促

进了我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聚焦智能文创
助力“绿水青山门头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