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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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期 今日四版

2020年9月23日 星期三 庚子年八月初七 刊号:京内资准字2003-L0060号 看门头沟新闻看门头沟新闻，，读读《《京西时报京西时报》，》，了解最新资讯了解最新资讯，，请关注门头沟融媒请关注门头沟融媒。。
门头沟融媒微信公众号门头沟融媒微信公众号门头沟融媒门头沟融媒APPAPP

191名对口帮扶地创业致富带头人
满载“致富经”踏上回乡路

发挥资源优势 推动文化帮扶

“京西话丰收助农迎小康”主题文艺演出走进门头沟

第三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特色产品展销活动开幕

以精准帮扶为纽带 推进两地共同发展
我区召开京蒙互联

共建“数智”生态战略合作活动

区委生态文明委
召开2020年第三次会议

发挥区域优势 优化营商环境
我区召开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

招商引资工作汇报会

区政府召开环卫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设计方案汇报会

本报讯（记者 闫吉 张修钰）
9月22日，是第三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由区委宣传部和北京演艺集
团联合举办的“京西话丰收 助农迎
小康”第三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
演出暨第31届“北京农民艺术节”
文艺演出在永定河文化广场举办。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
王杰群，区委书记张力兵出席活动。

秋意渐浓，京西一派丰收景
象。下午3时，伴随太平鼓的阵阵
鼓声，一曲《龙腾虎跃》拉开了演出
的大幕。紧接着，北京民族乐团带
来一曲京腔京韵的民乐合奏《颂北
京》，现场观众被浓郁的北京风情
深深感染。之后上演的曲目“西山
晴雪”，选自民族管弦乐《燕京八
景》，生动表现了北京西郊连绵山
脉的雪景风光。欣赏过西山雪景，
民族管弦乐《太阳颂》第四乐章、民
族管弦乐《我的祖国》等悉数奏
响。原生态歌手杜朋朋的男声独
唱《天边边个红》和陕北民歌《山丹
丹开花红艳艳》赢得了观众阵阵掌
声。除了北京民族乐团的演奏，两

位“外援”节目的亮相也成为演出
的惊喜，中国评剧院的张文鹏演唱
了评剧《夺印》选段“水乡三月风光
好”，北京歌剧舞剧院吴春燕的一曲
《我的马栏村》唱出了新时代马栏人

的心声。整场演出融入门头沟的厚
重历史、秀美景色、古朴民居和新风
新貌，精心的编排和精彩的演绎，为
观众奉上了一场视听盛宴。

据了解，根据市委宣传系统单

位帮扶我区低收入村的工作部署，
自2018年6月起，市文旅局、京演
集团、文投集团、北京电视台、北京
日报、北京青年报、歌华有线7家宣
传系统单位分别与我区的马栏村、
下马岭村、东胡林村、涧沟村、田庄
村、柏峪村、水峪嘴村和下清水村
结对签约，全面开展精准帮扶工
作。北京演艺集团充分发挥自身
资源优势，结合马栏村红色资源和
文化特色，抽调专业力量帮助马栏
村进一步做细做强文化旅游内容，
发展文旅产业，以吸引更多游客来
到马栏，留在马栏，感知马栏。

这场演出将在9月底通过北京
演艺集团线上演出平台京演剧场
进行网络播出。据北京演艺集团
总经理助理董宁介绍：“我们希望
通过现场演出和京演剧场线上播
出平台的双效助力，吸引更多市民
在‘十一’假期参观、游览、消费，推
动门头沟区经济发展，帮助低收入
户尽快增收。”

市领导赵佳琛，区领导张金玲
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虹）
“搞民宿旅游，我们当地也有房子，
做起来的话，是条好路子！”一名参
与对口帮扶地创业致富带头人线
下培训的学员告诉记者。“像编制
手工艺品，就很适合在家里的女同
志，有了手艺就有了收入。”这样的
感慨，频频出现在区人保局开设的
对口帮扶地创业致富带头人线下
教学活动中。

记者从区人保局了解到，8月
21日至9月9日，区人保局邀请武
川县、涿鹿县等四个对口帮扶地和

神农架林区对口协作地的191名
创业致富带头人，分批次到我区接
受线下实地培训，就乡村振兴及美
丽乡村规划、果树栽培、驻村扶贫
经验分享等课程。

本次线下培训，由北京农业企
业家、合作社“面对面”为带头人
进行创业指导和生产技术指导，以
生动实用、针对性强，能与受援地
资源禀赋相结合的增收发展案例
与创业致富带头人进行互动交流，
以“授之以渔”的授课理念，为带头
人们拓宽增收思路，活跃致富思

维，进一步增强带头人的生产致富
能力。

区人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从当地人熟悉的果树栽培技
术入手，延伸讲授到民宿、电商、航
天育种、休闲农业等多种业态的经
营模式，让创业致富带头人们开阔
眼界，结合当地产业发展找对路
子，将培训内容转化为工作技能，
以更高的发展致富格局，迈大步子
增收致富。”

在今年的创业致富带头人培
训工作中，区人保局采用“线上+线

下”的教学模式，继7月底前完成创
业致富带头人线上培训后，于9月
9日完成线下培训，也给今年的创
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作画上了圆满
的句号，每一位学员都带着实实在
在的收获与致富思路回到了家乡。

区人保局党组书记、局长贾莉
莉介绍说：“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
关注创业致富带头人回到当地后，
带贫益贫工作的开展情况，在学以
致用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会提供有
力的支持，切实让创业致富带头人
们发挥带动当地增收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屈媛）
9月21日上午，第三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暨武川县、门头沟区特色
农产品展销活动在中昂时代广场
开幕。15个展棚内，内蒙古武川
县的牛肉干、荞麦、土豆等特产和
我区的京白梨、高山芦笋等山区
特色产品一同亮相，引得许多过
往市民争相购买。此次展销活动
共历时3天。

记者在展销活动现场看到，
15个展棚一字排开，武川县和我
区的特色农产品各占一半的展
位。武川县以牛肉干的销售最为
火爆。不少路过的市民都会驻足
品尝并进行购买。门头沟的展台
则以雁翅镇大村的新鲜蔬菜最是
吸引人。树梅、瓦罐豆芽、茄子等

环保、绿色蔬菜引得许多市民争
相购买。

前来购买特色产品的市民
说：“我正好路过这里，看见有这
个展销会，都是一些武川和咱们
区的特色产品，绿色无公害，我觉
得东西特别好，希望多举办这种
活动。”

此外，像武川县的莜面、奶
茶、土鸡蛋和我区纸皮核桃、铁皮

石斛等名特优农产品以及手工艺
产品也在这次展会上进行了集中
展示，不但丰富了展会的商品内
容，也让两地的优质农产品走近
我区百姓身边。

武川县供销社主任
董成介绍说：“通过这次
农民丰收节的展销会，希
望武川的农特产品在北
京进一步扩大市场，让更

多的北京市民品尝到武川的特色
产品，也让武川的特色产品在北
京卖出一个好价钱，助力脱贫攻
坚，助力脱贫摘帽和后续产业的
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虹）
9月22日上午，我区召开京蒙互联，
共建“数智”生态战略合作活动。呼
和浩特市委常委、武川县委书记云
海，区委书记张力兵出席活动。

会上，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介绍了武川生态大数据
平台建设进展情况。副区长王涛与武
川县副县长张海涛代表双方签订了
《共建“数智生态”共享优势成果携手
构建绿水青山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云海表示：门头沟区与武川县在
脱贫攻坚上建立了深厚的帮扶情谊，
门头沟搭建了各种优质的平台，为帮
助武川县实现脱贫摘帽提供了真诚
的支援与帮助。在下一步工作中，我
们也将通过“数智生态”大数据平台
的搭建，进一步加深双方在生态环境

建设上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
张力兵表示：“数智生态”大数据

平台的搭建，进一步夯实了京蒙两地
在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的优势互
补。区各相关部门要责成专班积极
对接，让京蒙两地的高科技成果，为
生态治理和绿色发展提供科技助力，
持续推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要深
入挖掘“数智生态”大数据平台的技
术优势，结合我区地质特点和产业开
发工作，因地制宜地应用到我区矿山
修复、环境建设等工作中去，实现生
态治理科学精细化管理。要继续优
化营商环境，积极搭建两地企业合作
平台，强化企业互联互通，以精准帮
扶为纽带，有效推进两地共同发展。

区领导陆晓光、金秀斌、王涛参
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屈媛）
9月21日下午，区委生态文明委召
开2020年第三次会议，区委书记张
力兵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刘贵明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生态文明委各小组
1-8月份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
重点。

张力兵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
议既是对标督察要求、全面梳理全
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一次分析
会，也是以环保督察为契机、持续筑
牢首都西部生态屏障的一次推进
会。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市
委决策部署，紧紧依靠全区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发挥区委生态文明委
作用，因时因势调整完善生态文明
建设举措，不失时机抓好植绿护绿、
污染防治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
地有序、取得阶段性成效。

张力兵强调，一是要坚定政治
站位，在践行使命抓落实上向前站
一步。各专项小组、各成员单位务
必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始终
把守护好绿水青山作为最大政绩，

带头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大旗，严格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分工和区委
生态文明委确定的年度任务，特别
是以此次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补
短板、强弱项、促提升，发挥“红色门
头沟”党建引领保障作用，持续加大
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彰显“绿水青山
门头沟”新形象。

二是要坚定首善标准，在突出
重点抓落实上向前站一步。要把打
好秋冬季污染防治攻坚战摆在重要
位置，抓住第四季度时间，奋力冲
刺，狠抓攻坚，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生
态文明建设各项任务目标。

三是要坚定党建引领，在健全
机制抓落实上向前站一步。要牢固
树立“管行业必须管环保”意识，区
四套班子领导要带头支持和推动全
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要强化督查
问责，充分运用考核结果，完善奖励
和问责机制，确保压力传导到位、工
作落实到位。

区领导陆晓光、张金玲、范永
红、庆兆珅、张翠萍、赵北亭、王涛参
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陈凯）9月19日，
我区召开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招商
引资工作汇报会，区委副书记、区长
付兆庚出席会议。

会上，区石龙服务中心汇报了
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及措施，相关单
位进行表态发言。

付兆庚强调，区相关部门要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沟通协调，
高质量推进招商引资工作。要明确
工作职责，不断加大企业走访和招
商引资工作力度，稳存量、促增量，
严控税源流失。要强化信息共享，
建立信息平台，发挥以商招商的作
用，积极培育新增税源。要发挥区
域优势，深入挖掘与我区主导产业

相适宜的企业，加快推进企业落
户。要进一步做好企业服务，优化
营商环境，充分利用各种优惠政策，
为企业排忧解难，确保企业引得进、
留得住。

据了解，今年，石龙经济开发区
服务中心以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
为目标，紧抓复工复产和营商环境
优化这两个关键，不断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和重点工程建设进度。1至
8月，园区企业纳税21.04亿元，实
现区级财政收入6.82亿元，同比增
长32.54%。其中，新招引企业纳税
3.02 亿元，形成区级财政收入
7678.55万元。

区领导陆晓光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屈媛）
9月18日下午，区政府召开环卫综
合服务中心项目设计方案汇报会。
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出席会议。

会上，区环卫中心汇报了项目
设计方案。据了解，新建的环卫综
合服务中心项目占地近5万平方
米，主要包括职工生活用房，垃圾转
运站，融雪车间及融雪搅拌站，环卫
停车库等功能，可以有效缓解目前
的环卫停车场面积不足，垃圾转运

站设施老化，处理能力不足等问题。
付兆庚要求，服务中心的建设

要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尽量
紧凑，少占用土地，节省建设成本。
要充分考虑周边环境，做好环评、地
勘等前期工作，同时做好财政支持，
确保项目顺利启动。此外，要尽快
完善、确定设计方案，加速办理各项
前期手续，力争年内完成立项并尽
快开工建设。

区领导赵北亭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