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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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秋赏叶季 最美进山路

制止餐饮浪费 让文明用餐成为风尚
“门头沟热心人”热情参与主题宣传月“八个一”活动

提高规划战略定位 提升市民幸福指数
我区召开棚改12个地块项目

市政规划工作专题会

本报讯（记者 郭映虹）10月14
日上午，我区召开棚改12个地块项
目市政规划工作专题会。区委副书
记、区长付兆庚，区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刘贵明出席会议。

会上，市规划院介绍了我区新
城01至04街区控规和市政专篇编
制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市政道路规划
方案。区城市管理委汇报了棚改12
个地块项目市政综合工作进展情况。

付兆庚指出，棚改12个地块项

目市政规划与我区百姓的切身利益
息息相关，也对我区的整体发展布
局有着重要影响。各相关单位在规
划设计中，要提高规划战略定位，结
合城市整体布局进行设计和区域功
能定位，融入有利于城市发展和百
姓生活的新理念，提升市民生活幸福
指数。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水、电、气、热等市政功能，按照整体
棚改地块规划的施工时序，打好组合
拳，按时保质完成各地块的建设。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日前，区
创城办开展“节约新‘食’尚 文明天
天见”主题社会动员“八个一”活
动，以分众化、互动化活动形式线
上、线下引导市民反对餐饮浪费，
树立绿色生活文明新风。

以“杜绝餐饮浪费 厉行勤俭节
约”为主题，将2万份倡议书发放到
基层，倡议广大市民爱粮、节粮。

将包含珍惜粮食、拒绝铺张、
健康饮食等理念的“温馨提示课程
表”发至全区2.2万名中小学生手
中，课程表温馨的语言、可爱的形
式、实用的功能让孩子们爱不释
手，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学校、家

庭、社区共同尊重劳动、勤俭节约。
以文明创建、爱粮节粮、反对

舌尖上的浪费为内容，设计了独特
的打包袋1万余只，引导餐饮企业
及时提醒顾客打包，“打包光荣”成
为食客新理念。

以“文明门头沟”抖音为载体，
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光盘净碗”话
题互动，在参与中强化反对铺张浪
费的文明习惯。

将市民自拍与珍惜粮食等主
题封面结合，生成为一张为节约粮
食“代言”的专属封面海报，展现文
明主人翁形象。截至10月13日，
参与总人次为20032人次，参与总

人数为13192人。
户外宣传周活动吸引万余市

民踊跃参与,通过主题KT板、易拉
宝、发放宣传品等形式，在全区重
点餐饮区域开展为期一周的户外
互动宣传，引导市民理性消费。

联合区文联组织区内书法家、画
家及广大书画爱好者开展以“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为主题的书画创作，并
通过各类媒体宣传展示。

利用村、社区未成年
人活动室，全区300余名
青少年参加反对餐饮浪
费主题制式绘图活动，寓
教于乐，将节约理念植根

于少年儿童内心。
接下来，创城办还将围绕“制

止餐饮浪费 践行光盘行动”主题，
使专项宣传引导工作持续深入开
展，热度不减。并联合区商务局、
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监管局、城管
执法局及九镇四街，每月开展专项
督导检查，确保9个“光盘行动指
引”在我区落地见效。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双节”
过后，天气转凉，我区呈现出一派深
秋景象。在石担路琉璃渠路段，道
路两旁的金枝槐已全部变成金黄
色，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这段几百
米长的道路被点缀得色彩斑斓。

琉璃渠村到龙泉务村的道路两
侧，各有一排金枝槐树，每年10月
树叶就会逐渐变成金黄色，随着阵
阵秋风扫过，飘飘洒洒的落叶覆盖
了树下的泥土，俨然一幅唯美的山

水画卷，过往行人纷纷停下脚步，在
这里感受深秋的馈赠。

正在路边赏景的游客说道：“我
准备进山看看，刚走到龙泉务就被
金色的树叶吸引了，所以决定先在
这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

随着深秋赏景季节的到来，很
多游客都会驾车进山游玩。作为
109国道进山的入口，这段不长但
却处处是美景的公路平添了市民对
山区景色的期待和向往。

永定河进行秋季生态补水
集中补水15天，补水总量0.67亿立方米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10月 14日上

午8时，官厅水库正式开启闸门，向北京

进行秋季生态补水，下午2时，水头进入

市界沿河城段。今年 5月，断流了 25年

的永定河北京段再次实现全线通水。此

次通水不仅使北京地区地下水得到极大

补充，而且使永定河生态得到极大改

善。根据《2020年度永定河生态补水工

作方案》，10月 14日至 10月 28日，官厅

水库将再次向下游永定河集中补水 15
天，补水总量0.67亿立方米，官厅水库向

下游放水最大流量80立方米每秒。

本报讯（记者 张修钰）位于
永 定 镇 冯 村 、何 各 庄 村 的
3751C地块棚户区改造及环境
整治项目1标段是我区棚改安
置房重点项目，目前工程正在
加紧施工，预计年底前部分楼
座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房
屋主体建设工作正在有条不紊
地进行当中。工人们正在进行
钢筋绑扎作业，安装墙体模板
并浇筑混凝土。目前所有楼座
主体结构已初具雏形。

施工项目负责人杨春元介
绍，截至目前，项目地下结构即
将全部封顶，主体结构已施工
至三层顶板。计划今年底部分
楼座封顶，明年3月初进入二次
结构施工，明年4月中旬12栋
住宅楼全部结构封顶，到明年
年底前完成室内外装修工作。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永定

镇万佛堂村原址。共分为两个
地块，建设12栋10至12层的
住宅楼，总建筑面积8.3万平方
米，住宅总套数共计590套，包
含5种户型。地块建有两个地
下两层车库，两栋社区配套用
房。小区内规划停车位658个，
其中地上停车位44个，地下停
车位614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共计1214个。小区绿化率将
达到30%。

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在强
化安全生产的同时，注重环保
工作，安装除尘喷淋系统、洗车
设备，避免施工扬尘。

杨春元介绍：“在环境保护
方面，我们除了机械设备清洗
除尘外，还组织成立专职清洁
队伍，负责现场进出口及‘门前
三包’的日常清洁工作。并检
查进出车辆是否达到上路标
准，确保‘不遗撒、不起尘’。”

打造快速“智造”联盟 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
北京中关村精雕智造

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10月14
日上午，北京中关村精雕智造科技
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区委
常委、常务副区长陆晓光，副区长李
晓峰出席授牌仪式并参观北京精雕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区展厅。

据了解，北京中关村精雕智造
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将依托驻
区企业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先进的数字化制造技术和精密
设备，快速响应企业研发试制需
求，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从技术
图纸到量产商品制造的“全流程、
一站式”服务。

北京中关村精雕智造科技创
新中心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芳介绍，
该公司将以门头沟区为总部，在中
关村门头沟科技园建设约6500平
方米的产业服务基地，整合京津冀
具备智能制造能力的优质企业资
源，打造快速“智造”联盟，这将补
齐京津冀地区高端制造短板，解决
科技型企业在产品研发试制阶段
打样难、品质低、成本高的问题，破
解企业在智能制造相关专业技术
及人才方面的难题，加快制造业的
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京津冀地区
协同高质量发展。

预计年底前部分楼座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此次秋季补水为第 3
次试验性生态补水，将进一

步验证“湿河底、拉河槽、定

河形、复生态”的生态治河

规律，推动永定河“流动的

河、绿色的河、清洁的河、安

全的河”治理目标的早日实

现。通过此次补水，实现永

定河平原南段主槽形态进

一步巩固，利用脉冲试验配

合人工诱导疏挖，模拟水力

搬运对砂石坑起到冲淤填

坑效果；同时获得一批水

文、水生态及河床演变等方

面监测数据，用于河道生态

治理研究和指导相关工程

实施。

此次补水会让永定河

北京段河道水面上升，也会

让长期无水的河道有水通

过。因此，水务部门提醒广

大市民，出行、出游注意相

关提示，不要冒险进入危险

区域。补水期间，水流量会

有变化，河道水势也有起

伏，市民要注意回避风险。

开设“云端课堂”强化党务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鹏）近日，区直

机关工委举办党组织书记、党务干
部“云端课堂”培训班。区委常委、
区委办主任、区直机关工委书记金
秀斌出席培训班，并为培训班学员
上了一堂生动党课。

金秀斌要求区直机关系统党组
织书记、党务干部要加强理论武装，
做肩负党建重任的明白人；提升专
业技能，做致力党务工作的内行人；

围绕中心工作，做促进发展的勤快
人；注重实践创新，做锐意开拓进取
的探路人，以饱满的热情和创新精
神，做好党务工作，助力地区发展。

据了解，培训班为期3天，采用
“云端课堂”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围绕党的最新理论、机关党建工
作实务等内容，对区直机关系统67
个单位的各级党组织书记、党务干
部进行培训。

我区和扶贫支援合作地区
特色产品展销大集亮相中昂时代广场

本报讯（记者 马燊）“深化合作
共赢，携手全面小康”2020年国家扶
贫日系列活动之门头沟区和扶贫支
援合作地区特色产品展销大集于10
月16日亮相中昂时代广场，我区对
口帮扶地区、合作地区及区内的多家
参展单位，携带各自的特色产品，为
全区百姓带来丰富的消费体验。

展销大集活动上，草原牛肉干、
胡麻油、干鲜果品等300多种对口
帮扶地区的特色产品集中亮相，供
市民挑选，市民可以在购买所需商品
的同时，为扶贫工作献上一份爱心。

这次展销活动，区融媒体中心
与区商务局合作开设直播间，运用电
子商务平台，吸引广大市民体验购

买，形成线上线下齐发力，用消费扶
贫打通产业扶贫的“最后一公里”。

区商务局现代流通管理科科长
杨楠说：“这次大集是我区落实消费
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一方面
拓宽了扶贫产品的销售渠道，另一
方面也延伸了产业链，稳定了利益
联结机制，让农民切实持续稳定增
收，为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奠定良
好基础。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种形
式，让更多人参与到消费扶贫中来，
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据了解，这次展销大集活动时
间为10月16日至18日，欢迎广大
市民前来中昂时代广场西侧的展销
区域进行选购。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我 们 在 行 动我 们 在 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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