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们切实享受到了帮扶带来的成果村民们切实享受到了帮扶带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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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期 今日四版

2020年9月25日 星期五 庚子年八月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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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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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无障碍绩效管理检查组
来我区检查守初心传承红色基因

担使命践行绿色发展

我区与北京电影学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 杨铮）9月23日
上午，区委书记张力兵与北京电影
学院党委书记钱军围绕“门头沟小
院+影视艺术”战略合作项目到清
水镇调研。

在黄安坨村、梁家庄村，双方领
导实地查看了精品民宿建设情况，
并就相关工作召开会议。会上，区
文旅局汇报了“门头沟小院”发展情
况。随后，区委常委、副区长庆兆珅
与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扈耀之签署
《门头沟区人民政府与北京电影学
院战略合作意向书》，张力兵与钱军
见证签约仪式。

钱军表示，门头沟区具有悠久
的历史文化和优良的革命传统，北
京电影学院将借助本校在影视制作
方面的专业和人才优势，以门头沟
区重点景区、传统村落、“门头沟小
院”精品民宿为依托，通过共建影视
创作实践基地、开展社会实践、艺术

创作、艺术帮扶和打造“门头沟小
院+”影视主题田园综合体建设等
系列项目，积极推介门头沟区优质
的文旅资源。

张力兵对北京电影学院助力我
区打造高品质的“门头沟小院+影
视艺术”项目表示感谢。他表示，全
区上下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大旗，
努力打造“红色门头沟”党建品牌和

“绿水青山门头沟”城市品牌。要不
断借鉴成功经验，把统筹推进“门头
沟小院+”田园综合体建设，作为重
要的工作抓手，通过实施“点状供
地”规划等诸多改革举措，创新“门
头沟小院+”多种元素融合发展途
径，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
转化。要以摄影、动画、影视等多种
形式记录和展现我区的独特魅力，
达到“美丽乡村艺术化、艺术成果资
源化”双赢的目标。

区领导金秀斌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虹）近日，妙
峰山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践行绿色发
展、牢记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暨党支部书
记培训班。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建
华参加活动。

活动中，全镇各村基层党组织书记、
村委会主任和党建助理员，分为两组参
观了平西情报联络站，现场体验了情报
收发过程；参观了涧沟村初心广场、初心
亭、革命英雄墙和革命烈士纪念碑，并重
温了入党誓词。

王建华在活动致辞中表示：门头沟
区是革命老区，红色是我们最鲜艳的底
色。希望妙峰山镇的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继续紧紧围绕打造“红色门头沟”党
建品牌和“绿水青山门头沟”城市品牌，
守初心、担使命、勇担当、善作为，用好
红色党建“金钥匙”，深挖绿色发展“聚
宝盆”，做好为民服务“主心骨”，坚定不
移的当好“两山”理论守护人，打造忠
诚、干净、担当，倾心服务为民的“妙峰
铁军”。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日，市
残联副理事长董连民带领市无障碍
绩效管理检查组，来我区检查无障
碍环境建设工作。区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副区长张翠萍参加检查。

座谈会上，检查组听取了我区
工作专班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
行动推进情况的汇报。

张翠萍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
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门头沟区
始终坚持首善标准，结合“六城联
创”，统筹推进工作落实，力争全区
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再上新高度。

董连民指出，门头沟区各相关
部门要加强台账管理，突出整改的
系统性、全面性和完整性。注重发
挥无障碍专家监督员的力量，加强
无障碍设施全程监管。要加强无障
碍设施日常的管护，积极探索无障
碍设施预约服务。将无障碍工作与
全区整体工作和“十四五”规划等紧
密结合，注重总结工作经验和亮点
特色，形成长效制度化，并做好明年
的规划和经费预算。

检查组还实地到新桥大街检查
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

庆丰收 赏美景

王平镇举办首届农民丰收节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屈媛）锣鼓传

喜悦，硕果庆丰收。9月22日，王平镇在

西马休闲农场举办首届农民丰收节暨京

白梨“赶秋”大会，通过“品绿产—住民宿

—走古道—览风情”等一系列活动，共享

丰收喜悦，共话乡村发展。

丰收节在锣鼓声中拉开序幕，参加

活动的嘉宾分别为王平镇十佳农业技能

手、生态摄影比赛获奖者颁奖，进一步激

励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南港村、西马

各庄村分别与相关企业就民宿、农业等

板块签订村企合作框架协议，积极探索

“文旅农”融合发展路径。

获得十佳农业技能手的西马各庄村

村民李警卫说：“我一辈子与土地打交

道，我们村的大樱桃、京白梨我都参与了

种植，希望通过这次丰收节活动让更多

的人知道我们西马各庄，并到这里休闲

旅游，采摘应季水果。”

本报讯（记者 耿伟）近两年，
清水镇梁家庄村依托市区低收入
精准帮扶举措，围绕我区“门头沟
小院”民宿品牌发展战略，引入“创
艺乡居”精品民宿，通过多种举措
走出了一条适合村子发展的脱贫
增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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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十一”国庆
假期前来的游客，营造干净整洁的
入住环境。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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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今昔对比，孙荣星难掩心
中的喜悦，她说现在天天乐乐呵呵
的，虽然忙碌但不觉得累，有一份
稳定的工作，离家也近，家里的事
情也能照顾到，真的挺好的。

群山环抱的梁家庄村地处深
山区，在我区2010年关停煤矿后，
村里失去了支柱产业，全村一半农
户成了低收入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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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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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村民在民宿里面就业，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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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民宿不仅给村子带来了
活力，更让很多奔波在外的本村人
选择回乡就业。23岁的陈诚是土
生土长的梁家庄人，从大学学习酒
店管理专业毕业后就一直在城里
就业。梁家庄村第一批精品民宿
投入试运营，让在外工作的陈诚看
到了新的希望。在了解了陈诚有
专业知识和酒店工作经验后，北京
国资公司与梁家庄村成立的梁家
庄创艺乡居有限公司也向他抛出
了橄榄枝，邀请他参与民宿的管理
和运营，自此，陈诚就成为了梁家
庄民宿经营的“前台”和“大管家”。

说起回村就业，陈诚脸上露出

微笑，他说：“我对家乡有着难以割
舍的情结，我喜欢乡村，如果能在
村里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我肯定不
会选择出去。这两年村里的精品
民宿和高山芦笋种植基地给村子
带来了收入和发展机遇，现在我在

‘创艺乡居’就业，收入跟之前在城
里工作时差不多，但我能陪在父母
身边了，也能为村里的发展做些贡
献。”精品民宿在村内扎下根，也在
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发展壮大，今年
北京国资公司计划在村里开展民
宿二期工程，并跟村民签订了16套
闲置院落的租赁协议。村民李芳
训的一处闲置院落便在其中，荒废
多年的破旧房屋即将为他带来稳
定收入。李芳训说：“房子空了很
多年，闲着也是闲着，现在租出去
给村里做民宿，我有了收入，村子
也能更好的发展。”

随着经营民宿的效益越来越
好，梁家庄村一间间的闲置危房变
成了整洁别致的精品民宿。与此
同时，梁家庄村的
对口帮扶单位和帮
扶企业，围绕精品
民宿发展战略，不
断完善优化村子的
基础设施，翻新的

石板路、艳丽的花池子、灯杆上的
红灯笼、墙壁上的美丽壁画，村民
们切身感受到了村庄的发展变化，
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了这场村庄
发展的改革中来。

北京梁家庄创艺乡居有限公司
运营副总经理焦轶琦表示：“作为帮
扶单位，我们不仅要帮助村子‘增收
脱低’，更要为村子‘造血’。今年，我
们还将实施‘创艺乡居’二期工程，
届时精品民宿的数量将增加到30
套。在完成帮扶任务后，现有的民
宿管理和经营权将全部交给村里。
我们希望通过帮扶项目的实施，吸
引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就业，为村子
今后的发展储备人才，奠定基础。”

精品民宿增强了梁家庄村的
造血功能，让民宿经济不再是“昙
花一现”，而是真正扎根在这个深
山村，成为了村民赖以生存、赖以
发展的支柱产业，同时，也让梁家
庄村的村民们切实享受到了脱贫
攻坚战带来的成果。

我区召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虹）

9月23日，我区召开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推进会，
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出席会议。

会上，区农业农村局、规自分
局、卫生健康委、城市管理委、水务
局分别汇报了相关工作完成情况。
各镇汇报了美丽乡村建设各项任务
完成情况。

付兆庚指出，今年是美丽乡村
创建的认定之年，各部门、各镇村要
明确目标，以战时状态全力抓好扫
尾冲刺工作，针对各项目标考核标
准进行再明确、再细化，全面梳理工

作台账和基础数据，确保各项目标
保质保量全面完成。要加强统筹，
以首善标准全力抓好建设任务，特
别是“厕所革命”工作，各镇要对公
厕建设进行合理布局，严把工程及
硬件设施质量关，在全面夯实基础
工作的同时，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要巩固提升，以持久韧劲全力抓
好环境整治，进一步拓展整治范围，
坚持全域推进，清理死角盲区，聚焦
垃圾分类、污水治理、杂物乱堆乱放
等难点问题，集中发力、精准发力，推
进长效管护机制在镇村落细落实。

区领导王涛参加会议。

精品民宿增强了梁家庄村的“造血”功能

区领导与同仁堂集团
调研康养项目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9月22日，区委常委、副区
长庆兆珅与同仁堂集团负
责人先后到永定镇社区卫
生服务站、潭柘寺镇调研康
养项目。

在实地查看了迎晖南
苑、云翔嘉苑社区服务站建
设和潭柘寺景区文旅产业
后，双方围绕医疗卫生服务
站托管项目、中医药文化主

题馆项目进行了深入交流。
庆兆珅希望双方进一

步加强沟通对接，制定详细
托管计划，合理规划医疗卫
生服务站托管项目，结合旅
游资源与中医药资源，打造
特色旅游产品。同时，依托

“门头沟小院＋”模式，融入
中医药文化，优化经营项目
结构，助推我区文化旅游产
业创新升级。

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农特

产品展销区。村民自产的无公害

蔬菜瓜果、蜂蜜、酱菜以及扶贫项

目高山稻、手工麦秸画等农特产

品一一摆放整齐，吸引了参加活

动的嘉宾前来品尝和购买。

参加展销活动的村民们表

示，今年镇里第一次举办农民丰

收节，我们非常激动，因为这是我

们自己的节日。通过这次活动我

们还可以向更多的朋友们推介王

平镇本地的特色农产品，拓宽销

售渠道，我们都觉得活动非常有

意义。

王平镇镇长冯涛介绍：“此次

活动是在‘门头沟小院+田园综合

体’发展理念指引下举办的一次

展示农业、农村、农民风采的活

动。此次活动共分为京白梨品鉴

大会、赏秋健步走、农业技能展

示、农家生鲜铺子展卖和精品民

宿推介五个部分，希望通过此次

活动进一步夯实我镇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的功能定位，积极应对常

态化疫情防控的新形势，充分展

示乡村振兴的新成果，让更多的

农民朋友和我们一起共庆丰收，

共赏美景，共享健康。”

2019-2020全球AI文创大赛决赛在我区举办
本报讯（记者 刘鹏）9月23日，

2019-2020全球AI文创大赛决赛暨
颁奖典礼在中关村（京西）人工智能
科技园智能文创园举办。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张金玲出席活动并致辞。

这次大赛决赛由15家企业和9
个创意项目组以路演的形式开展比
拼，奖项设置有一、二、三等奖和优
胜奖。最终，网易伏羲实验室获得
一等奖。

本届赛事的参赛项目以推动人
工智能科技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
展为主题，涵盖了AI音乐、AI建

筑、AI影视等多个应用领域。为从
事AI科技、艺术创作的研发机构、
商业团体、产业从业者搭建了跨界
融合的学习交流平台、创新展示平
台、潜力项目孵化平台，为文创产业
升级提供创新动力。

相较于往年，本届大赛充分发
挥了主办方的资源与公共服务功
能，通过积极整合资源，为AI文创
企业提供创新创业支持，推介了我
区支持产业集聚的“门十条”最新政
策，给予企业落地中关村（京西）人工
智能科技园智能文创园空间支持。

我区召开乡镇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9月 23

日，我区召开乡镇机构改革动员部
署会暨进一步优化街道机构设置工
作部署会，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
建华，区政协副主席、区委编办主任
杜斌英出席会议。

会上，区委编办宣读了《北京市
门头沟区深化镇街机构改革实施方
案》和《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街道机
构设置的意见》。

王建华要求，各镇街要坚持把
优化基层管理体制、完善机构职能
体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增强充实
人员力量作为支撑，不断巩固和深
化“接诉即办”工作，将其做成我区

改革的特色和亮点。要理清思路，
统筹兼顾，强化镇街赋权明责，明确
各镇党委、政府职责任务；要优化镇
街机构设置，继续实行“大部门制”
扁平化管理，改革派驻机构，推进治
理重心下移，同时完善各镇街“接诉
即办”工作机构，实现对群众诉求的
即刻回应、就地化解；要合理配备镇
街人员，充实基层一线工作力量，并
按照扁平化机构设置，实现“书记镇
长抓全面，副职一抓到底”的管理模
式。要加大统的力度、精确改的章
法、做好人的工作、执行严的纪律，
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的做好组织
实施，保障改革平稳顺利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