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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编辑/李继颖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主题推动日活动
量调查，按需制作，面食每份做小， 户发放倡议书，
提高市民重视程度。
实行自助方式，用标语、书法绘画及
斋堂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动员
人员倡导的方式引导就餐人员按需
各单位、村居的志愿服务队进行入
取餐、勤拿少取、
“ 人走盘光”，有效
户宣传，共发放“制止餐饮浪费 践
减少了剩菜剩饭现象。
行光盘行动”海报 300 余份、制止餐
我区 13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主
饮浪费倡议书 300 余份、光盘行动
动作为，
发倡议、定制度，
推动各镇街
桌 牌 300 余 份 。 在 斋 堂 大 街 张 贴
坚决制止
“舌尖上的浪费”
，
让节约每 “践行光盘行动”倡议书 10 张，共签
一粒粮食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自觉。 订承诺书 3000 余份。
军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永
龙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
定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发动全镇新
33 个实践站同步开展“制止餐饮浪
时代文明实践站、
“ 门头沟热心人” 费 践行光盘行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制止餐饮浪
推动日活动。活动中，实践员领读
费 践行光盘行动”文明实践主题推 “制止餐饮浪费 践行光盘行动”倡
动日活动。
“ 门头沟热心人”统一着
议书，倡导人人争做“光盘行动”的
装积极参与，一是主题宣讲，邀请党
员、团员、青少年、老年人参与此次
倡议活动，由宣讲员宣读倡议书，并
讲解节约粮食的意义，会后由代表
发起倡议；
二是入户宣传，
志愿者们入

践行者。志愿者们在倡议书上郑重
签下自己的名字并表示要用实际行
动厉行节约、拒绝浪费、餐餐光盘。
同时，向辖区村、居民发放倡议书讲
解“光盘行动”的重要意义，进一步
扩大宣传范围，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提升参与率和认知度。
区文明实践中心力求通过本次
活动所开展的珍惜粮食宣传教育引
导工作，让广大群众认识到光盘行
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坚决摒弃
不良生活习惯，反对铺张浪费，自觉
做勤俭节约、绿色生活的践行者、引
领者、倡导者。让“光盘行动”成为
社会新风尚。

垃圾变废为宝 上苇甸村生态化处理厨余垃圾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皓）新版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后，妙
峰山镇重新启用上苇甸村的厨余垃圾处
理机，投放进去的厨余垃圾，经过 3 天发
酵就能制成有机肥，实现垃圾就地生态
化处理。
这套机器操作十分简单，工作人员
只需将经过二次细化分拣的厨余垃圾放
入自动上料机，再由自动上料机投入到
发 酵 仓 ，发 酵 3 天 后 就 制 成 了 有 机 肥
料。镇里将肥料免费提供给当地村民，
用于果树、
庄稼施肥。
一位村民说：
“有机肥比我买的肥料
要好的多，外边买的一次得用两袋，有机
肥用一袋就够了，而且农作物长得特别
好。”
这套设备的重新使用，不仅充分调
动了村民垃圾分类投放的积极性，还可
以实现生态处理，减少垃圾清运压力。
该村将厨余垃圾进行就地消化，做到垃
圾减量化、
无害化和资源化，真正实现了
投放、
收集、
运输、
处置全链闭环。
妙峰山镇环境办工作人员张景全
说：
“这个机器有 7 个罐进行发酵，3 天一
个流程，产出的肥料是 0.7 吨。接下来，
准备把肥料进行再优化，让老百姓用着
放心，庄稼长得更好，老百姓真正受益。”

本报讯（记者 耿伟）近日，妙
峰山民族学校新学年开学采取
分时段、分区域的防控措施，合
理安排学生的在校时间。并且，
积极推进光盘行动，营造安全有
序的学习氛围。
早上 7 时 20 分，一年级的学
生陆续来到学校，在测量体温并
显示正常后，按照地面上标注的
指定路线，有序前往各班教室。
学校将不同年级划分为5个单元模
块，
采取分时段、分区域的管理模
式，
最大限度避免学生间相互接触。
学 校 德 育 主 任 杜 海 宇 说:
“根据市区疫情防控相关要求以
及学校自身情况，将小学一二年
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初中部
和幼儿园分为 5 个单元，执行不
同的作息时间，规划了不同的进
班路线，每个单元的上下学、上
课以及中午就餐时间都不会重
叠，实现学生在校期间的疫情防
控闭环管理。
”
学校将疫情防控和安全教
育作为新学年的开学第一课，在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
上，培养孩子们的自我管理意识
和能力。由于学校 5 个单元模块
的作息时间不一样，所以取消了
上下课铃声，各单元模块的班级

会按照各自的时间安排，开展教
育教学活动。在重点时段和重
要点位，会有老师进行引导。此
外，学校在饮水间、楼道、教室等
醒目位置，张贴疫情防控宣传海
报和温馨提示，为孩子们有序上
课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
除了疫情防控，学校为落实
好“光盘行动”，强化后厨管理，
从择菜、洗菜环节开始，要求工
作人员避免浪费。同时，针对学
生的日常饮食食量，将馒头、花
卷等主食的单个份量进行适当
缩减。
学校食堂注重在饭菜口味
上下功夫，精心设计菜谱，增加
菜品种类，做到营养搭配，提高
菜品的口感和质量。中午午饭
时间，学生们陆续分批到食堂就
餐，学校一直以来都采取自助餐
的形式，低年级的学生由工作人
员统一打饭，学生吃完后，可以
根据食量再次盛取，高年级则可
自主选择菜品和份量。在食堂
每张餐桌上，
都张贴有节约粮食的
宣传标语，
孩子们基本上都能做到
不浪费粮食。学校还将德育工作
与食堂管理相结合，
老师会在餐具
回收处查看学生光盘情况，
对于表
现优秀的孩子给予奖励。

首个幸福晚年驿站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 谢琪
锦）近日，潭柘寺镇首个幸福晚
年驿站在赵家台村正式投入使
用，进一步解决空巢老人、留守
老人缺乏日常生活起居照料等
现实困难。
上午 11 时，工作人员正在
为老人们准备午餐，因为受疫情
的影响，驿站取消了堂食，为每
位老人准备了可以带走的餐盒，
并在餐盒上标明号码，保证专人
专盒。
老人们佩戴着口罩，排好队
伍，有序领取午餐。领完餐后的
老人说：
“我们岁数大了，子女也
不在身边，平时吃饭就凑合。有

这么个地儿挺好的，每天定时取
餐，
样式也丰富有营养。
”
据 了 解 ，驿 站 共 460 平 方
米，除了为老年人提供午餐、晚
餐之外，还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休
闲娱乐、生活照料、保健康复等
服务。晚年驿站的成立，不仅能
够满足老年人日常的养老需求，
还有效拓宽了老年人日间看护
渠道，实现了老年人养老由照看
向护理的转变。
幸福晚年驿站负责人董佳
说：
“ 目前，我们为 61 位 60 岁以
上老人提供服务。接下来会把
工作做细做实，让老年人有一个
幸福的晚年生活，
让子女放心。
”

区市场监管局

检查摩托车违法销售行为

梁家庄村容环境发生
“蝶变”
的山村景象。
北京梁家庄创艺乡居有限公司运营副
总经理焦轶琦表示，为了进一步提升村子
的整体形象，帮扶企业特邀 5 名画家，围绕
“精准帮扶”
“ 绿水青山”
“ 和谐邻里”
“ 村貌
民俗”4 个方面创作了 20 余幅壁画。与此
同时，为了增强村子的夜间景观效果，还给
村子加装了 81 盏红灯笼造型的路灯，将村
子的夜晚点缀的更加美丽。
“一墙一风景”是梁家庄村每幅壁画坚
持的标准和原则，也是北京国资公司对梁
家庄村进行文化帮扶的一项重要内容。如
今，这些壁画已经与村庄融为一体，成为梁
家庄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同时，也展现出
新农村建设的崭新风貌。

村民增收的领路人
本报讯（通讯员 符乃清 贾超
伟）尚显兰 1960 年出生于清水镇，
现在是聚兰兴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九仙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作为一名有 42 年党龄的
老党员，近年来她发展山区优势特
色产业，打造高端农业生态产业园，
在产业扶贫脱低工作中发挥示范先
锋带动作用，
为当地低收入村户的稳
定就业和增收致富作出了突出贡献。
尚显兰高中毕业后就外出创
业，多年后返乡创业，成立聚兰兴农
民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从平整荒
山荒坡开始，发展绿色生态种养殖
业。她带头平整荒山 300 余亩，
栽植
上各种果树，
先后成功引进了霍山黑
猪、霍山铁皮石斛等优质品种。通过
技术创新，构建起了石斛从组培、育
苗、栽植、采收、初加工、销售的完整
产业链。开发出石斛花茶、石斛白蜜
等 10 余种产品，
注册了
“聚兰兴”
“尚
姐”两个商标，建设名贵中草药示范
产业园 50 亩，园区边上建成智慧化
养蜂场 2000 平方米。近 3 年已形成

营造安全有序学习氛围

潭柘寺镇

一墙一风景
本报讯（记者 耿伟 马燊）2018 年，北
京国资公司与清水镇梁家庄村结成“一村
一企”帮扶对子，成立了北京梁家庄创艺乡
居有限公司。自此，开启了梁家庄村全面
发展的新路子。通过精品民宿、芦笋等产
业，梁家庄村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企业在
帮助村子培育产业的同时，也让村庄基础
设施、环境面貌有了新的变化，村民们的生
活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走进梁家庄村，整洁干净的村容环境
让人耳目一 新 ，铺 满 鲜 花 的 花 池 随 处 可
见，笔直的街道纤尘不染，更加引人注目
的就是一面面色泽鲜艳、主题突出的手绘
壁画，让村庄显得充满活力，百姓或三五
闲聊、或沿街而行，呈现出一片和谐、安宁

综合

妙峰山民族学校

制止餐饮浪费 践行光盘行动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近日，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制止餐
饮浪费 践行光盘行动”主题推动日
活动，旨在全区范围内营造“尊重劳
动、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良好社
会氛围。
我区各单位围绕“制止餐饮浪
费 践行光盘行动”活动主题，对全
面推进制止餐饮浪费工作进行深入
学习。广大党员、机关干部、区级实
践员纷纷通过表明决心、亮明态度
等方式在思想上做好紧跟追随，以
阅读节约倡议书、用餐时勤拿少取
等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号召，时时厉
行节约，处处勤俭朴素，人人身体力
行，用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方式，
在家庭、单位及公共场合全面营造
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良好氛围。
各单位食堂也努力成为珍惜粮
食的带动者，认真做好人员用餐数

■ 美编/郭其瑞

了比较成熟的以养促种、以种带养的
生态循环特色产业模式。
尚显兰还响应政府号召发展民
宿产业，2019 年收购了当地农家小
院 11 个，下一步将集中打造精品民
宿。她的努力和工作业绩，得到了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和肯
定，她的合作社先后被评为首都巾
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北京市
农民先进合作社、国家林下经济和
国家中药材示范基地、全国高校创
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等。昔日荒凉
的秃山正在变绿变美，她返乡创业
创新、带领乡亲共同致富的理想正
在变为现实。
随着事业发展壮大，尚显兰想
的最多的就是依托业已形成的优势
产业，让深山区的父老乡亲们在家
门口就近实现增收。2018 年，她引
进北五味子林下套种技术，在清水
镇的 10 个低收入村进行推广，种植
面积达到 623 亩，解决了 867 个低收
入户的增收难题。同年，她拿出 90
万元，分 3 年扶持清水镇台上村的

22 个低收入户发展中草药林下种
询指导和农民教育培训实训基地。
植，全部无偿提供苗木。近 3 年中， 近 3 年，合作社共举办培训班 60 多
她收购了清水镇 24 个村养蜂户的 2
场，培训 3000 余人次，其中对低收
万多斤蜂蜜，价格全部高于市场价， 入农户进行专题培训达到 1500 人
带动低收入养蜂户 280 户增收。尚
次以上。
显兰的企业日常用工带动 4 个村
尚显兰时刻把农民利益放在最
365 户、近千人次的劳动就业。她流
前面。2018 年非洲猪瘟让她的养
转李家庄、台上村 2 个村的土地 620
殖场损失了 700 多万元，2020 年的
亩，为低收入户和其他农户找到了
新冠肺炎疫情仅石斛种植损失就高
一条稳定的增收路。2019 年，她的
达 800 多万元，她没有让社员承担
合 作 社 共 支 付 农 民 工 资 280 多 万
一分钱损失，把自己房子做抵押贷
元，给社员分红 10 余万元，二次分
款 500 万元，给社员开支和赔偿客
配 12 万元，流转土地 46 万元。她本
户损失。
人还为台上村“一事一议”项目无偿
每年春节，她都要请全村人吃
捐助资金 16 万元。
上一顿团圆饭，并且拿出 10 多万元
尚显兰热爱学习。她不仅积极
给每户村民发年货。她的真情付出
参加市区组织的农民培训，还参与
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大家都说：
多项职业技能资格考试，获得了全 “尚显兰给我们送来了苗木，带来了
国供销总社庄稼医生、饲料配方师
希望。她把希望的种子播在地里，
等资格证书。通过参加培训学习现
也把致富的追求播撒在我们心中。
”
代农业科技，她熟练掌握了本行业
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技能，被聘为北
京市农广校的客座讲师。在她的带
领下，她的合作社成为农业技术咨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摩托车
市场秩序，严厉查处摩托车违法
销售行为，按照《门头沟区关于
开展摩托车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工作》要求，近日，区市场监管局
突击检查 2 家摩托车经营主体，
严厉查处摩托车违法销售行为。
执法人员重点查看销售企
业主体资质，2 家经营主体均有
营业执照，其中一家没有悬挂在
显著位置，执法人员当场指导企
业进行相应调整；另外一家营业
执照登记的住所地址与实际不
符，经与注册部门核实，已在区
市场监管局登记备案；对在售产
品进行抽查，2 家经营主体所销

售的摩托车均在国家机动车产
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目录内，无
来源不明、手续不全的车辆。检
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向 2 家经营
主体宣传摩托车经营相关政策，
通报近期我区摩托车违法情况，
引导企业主动合法经营，自觉抵
制手续不全、私自改装、背户销
售等违法行为。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加
大对全区摩托车经营主体的检
查频次与力度，全面摸排销售黑
窝点，经常性开展宣传引导，提
高其依法经营的行动自觉，确保
不发生摩托车违法销售行为。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8 月 17 日-23 日镇街 TSP 浓度
（微克/立方米）排名情况（倒序）
街镇名称

P浓度
浓度
TSP

区浓度排 名

市浓度排 名

大峪街道

64

1

178

永定镇

59

2

235

王平镇

57

3

251

东辛房街道

57

3

251

龙泉镇

56

5

261

潭柘寺镇

56

5

261

城子街道

56

5

261

军庄镇

56

5

261

妙峰山镇

55

9

270

雁翅镇

52

10

286

大台街道

49

11

307

斋堂镇

48

12

314

清水镇

41

13

328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