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序号镇 村 得分 镇 村 得分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王平镇 吕家坡村 斋堂镇 青龙涧村

王平镇 桥耳涧村 清水镇 椴木沟村

妙峰山镇 桃园村 清水镇 齐家庄村

潭柘寺镇 赵家台村 王平镇 南港村

妙峰山镇 禅房村 王平镇 南涧村

王平镇 东石古岩村 王平镇 韭园村

清水镇 小龙门村 王平镇 西石古岩村

斋堂镇 杨家峪村 龙泉镇 赵家洼村

清水镇 天河水村 清水镇 洪水口村

妙峰山镇 樱桃沟村 清水镇 胜利村

100 98.88

100 98.79

99.7 98.77

99.7 98.4

99.59 98.39

99.4 98.26

99.39 98.2

99.29 98.01

99.09 98

99.0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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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第三周(10.12-10.18）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潭柘寺镇 97.3 1
永定镇 97 2

东辛房街道 96.8 3
龙泉镇 96.7 4
大峪街道 96 5
军庄镇 95.7 6
城子街道 94.4 7

其他地区

妙峰山镇 98.1 1
王平镇 97 2
大台街道 96.5 3

清水镇 96 4
斋堂镇 95.7 5
雁翅镇 92.8 6

“一企一村”结对帮扶见成效 村民“脱低”奔增收

着汉服 游景区 享民宿

我区举办汉服文化旅游节

9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结果通报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10月份第1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加强巡防管控 确保河道安全

红色旅游增添新元素
马栏立体打造红色文旅项目

本报讯（记者 闫吉 谢琪锦）
2018年，北投集团与雁翅镇山神庙

村建立“一企一村”结对帮扶，将村

里的特产引入文旅公司经营的奥林

匹克中心区月色码头餐饮项目，搭

建京西铺子展台，通过合作运营的

模式，实现产业、就业、消费帮扶的

“一体化”推进。

在京西铺子里，核桃、杏仁、花生、

大枣……来自山神庙村的10余种特

色农产品摆满了展位，还有些试吃产品

放置在展台前供市民品尝，丰富的产

品、优惠的价格，吸引市民驻足、购买。

一位顾客说：“这儿的产品纯天然、

味道好、包装精致，价格也挺合理的。”

为了加大帮扶产品的购买力

度，月色码头经营方还在公共区域

和每张餐桌上张贴了特色产品宣传

海报，并向每位前来就餐的市民提

供京西铺子代金券，凭券可到展卖

店内购买京西特产，增加当地特色

农产品销售量。

据了解，2018年5月，为落实市

委、市政府关于“低收入”重点村与

市管企业“一企一村”的对接要求，

北投集团与山神庙村建立了对口结

对帮扶。两年多的时间里，企业开

展多项帮扶措施，特别是在核桃、山

杏等农产品的种植方面加大培训力

度，增加果实产量，提高低收入户的

经济收入。村民高瑞兰就是其中的

一员，在2016年被村内列为低收入

户，通过参与村内荒山造林、中草药

种植和农产品加工、销售等方式，年

收入已超过12000元，实现了脱低。

一位村民说：“以前我们家的杏

核都是拿到路边去卖或者等着小商

贩来收，差不多卖4元钱一斤，一年

收入也就是4000元钱左右，今年，

我们将杏核加工制成杏仁，卖给村

集体25元一斤，一年能

赚8000元，比以前翻了

一番，也不愁卖了。”

在结对帮扶过程

中，北投集团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在特色农产品种植深

加工、乡村旅游业等领域精准发力，

2019年底，全村33户低收入户，共

78名低收入人员全部实现脱贫，人均

年收入达到12000元以上。

北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姜华说：

“2020年结对帮扶重点是让山神庙

村在脱贫到致富的道路上继续前

进，在红色旅游、精品旅游上下功

夫，加大投入。”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皓）近日，

由区文化和旅游局、区文化创意产业促

进中心举办的汉服文化旅游节在潭柘寺

紫旸山庄开幕。活动以礼乐中华、盛世

霓裳，着汉服、游景区、享民宿为主题，打

造“汉服+旅游”特色创意新形式。

活动设置了表演环节，演员们身穿

飘逸灵动的汉服，跳起“礼仪之邦”汉唐

古典舞，进行国学六艺的展示。长风玉

立间，尽显华夏姿态，现场观众透过汉服

展示，感受到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气韵和

民族文化之美。

一位游客说：“活动特别有意义，不

仅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还学

到了一些中华民族的礼仪，也对其中的

妆容、妆发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希望有

更多的机会学习汉服文化。”

活动期间，区文化和旅游局还开设

汉服妆发体验、风投壶、古风射艺等互动

环节，供游客体验，让更多参与者从中体

会到中华礼教文化。

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发展部主

任孙华说：“此次汉服文化旅游节，旨在

带动我区的民宿旅游产业，把我区旅游

与传统的汉服文化相结合，让游客来到

我区，既能学到汉服文化，又能体验我们

的精品民宿。”

本报讯（记者 杨爽 高佳帅）
永定河北京段秋季生态补水工作

正式启动后，王平镇、妙峰山镇迅

速部署，增派河道巡查人员，加强

安全提示，整治河道环境，确保永

定河流域安全、整洁。

记者在王平湿地看到，湍急

的水流奔涌而下，将上游的河道

垃圾裹挟至两岸。两名河湖管护

员用夹子拾起岸上的垃圾，对河

道周边的环境进行清洁维护。

一名河湖管护员说：“我们每

天早晨8时30分准时到岗，主要

的职责就是维护河道秩序，捡拾

河道垃圾，维护周边环境。如果

发现游客有涉水行为或者不文明

现象，我们就会及时进行劝阻，确

保他们的安全。”

王平镇充分发挥河长制作

用，与区水务局及相关单位加强

联动，及时共享生态补水信息，并

派出70名巡河员和安保人员，在

河道沿线进行环境整治和安全宣

传。同时，通过设立安全警示牌、

发动群众参与巡逻等方式，进一

步加强河道周边的安全防护。

王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

段嘉宁介绍：“针对这次秋季补

水，我们提前统筹安排，仔细梳理

排查了各村域内的隐患点，对重

点点位的封堵措施进行查漏补

缺，做好人防、物防、技防工作。

现在正值山里红叶观赏期，我们

也提醒广大游客尽量远离河道，

不要靠近水边嬉戏，做到文明出

游。”

秋季生态补水期间，永定河

妙峰山段流量增大、水位上涨，冲

到下游的杂物也逐渐增多，存在

一定的安全隐患。记者在斜河涧

漫水桥看到，3名巡逻人员正在

手工清除堵塞桥洞的水草和树

枝，并对河面上漂浮的大件垃圾

进行捡拾。

为强化河道管控，妙峰山镇

每日部署巡逻员和安保人员54

人次，设立30余个巡逻点位，强

化对下河口、观景台等安全隐患

点的巡视检查，并做好安全宣传

工作。同时，通过增设6000米铁

丝护网、加装安全警示牌和设立

沿线广播等硬件设施，维护河道

周边秩序，确保巡防管控工作有

序进行。

妙峰山镇河长办工作人员张

家鸣说：“跟春季相比，今年永定

河秋季生态补水最大的不同就是

每天的流量都会发生变化。为了

应对这种经常性的变化，妙峰山

镇在补水之前，向沿河各村进行

大力宣传，提醒村民注意水势的

变化。”

本报讯（记者 耿伟）斋堂镇

马栏村是具有浓厚京西抗战革命

历史的一座小山村，抗战时期的

峥嵘岁月给马栏村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印记。近期，马栏推出沉浸

式红色旅游项目，吸引更多游客

慕名而来。

古老的街巷，斑驳的墙面，长

着蒿草的屋顶，马栏村的一砖一

瓦，仿佛都在讲述这个村落古老

的历史。马栏村拥有深厚的红色

历史资源，在抗战时期曾是冀热

察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1997

年，马栏村建立起了全国范围内

第一座村级抗战陈列馆——冀热

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并

逐步发展成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近年来，村子在维护原有风

貌的同时，通过建设红色记忆书

屋，开展沉浸式旅游体验等形式，

延伸红色旅游内容，让游客在这

里切实感受到村子的独特魅力。

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被村子的

红色历史文化深深吸引，一名游

客说：“村里的很多景观和遗址都

是鲜活的红色教材，在这里让我

们切身感受到革命先辈的抗战精

神，尤其是路上的游览引导红线，

每一条都有一段抗战故事，让我

们深受教育。”

马栏村围绕红色历史，对红色

文旅项目进行立体打造，同时，进

一步维护好生态环境，将绿色发展

理念融入其中，使该村成为集休闲

旅游、红色教育为一体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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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 0 -
4 大台街道 100% 0 - 2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0 - 2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2 100% 2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2 100% 1 0%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3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 4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3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 1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1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2 100% 2 0%
全区合计 100% 100% 9 100% 21 86%

（一）检查范围。全区纳

入“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

程的第一、二、三批138个创

建村，全区纳入创城“比学赶

超”擂台赛的138个村，涉及

9个镇。

（二）检查内容。涉及村

庄整体环境及群众反映问题

情况、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公厕管护、

村容整洁（含乱堆乱放、乱贴

乱画乱挂、私搭乱建等）、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村

居环境整洁、文化设施建设、

民风建设等方面。

（三）考核排名情况

表1：2020年9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前20名统计表

表2：2020年9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后20名统计表

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序号 镇 村 得分 序号 镇 村 得分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妙峰山镇 下苇甸村 雁翅镇 青白口村

雁翅镇 山神庙村 清水镇 张家铺村

潭柘寺镇 南辛房村 军庄镇 灰峪村

雁翅镇 房良村 雁翅镇 下马岭村

雁翅镇 芹峪村 雁翅镇 雁翅村

雁翅镇 田庄村 潭柘寺镇 王坡村

雁翅镇 珠窝村 雁翅镇 杨村

雁翅镇 淤白村 潭柘寺镇 草甸水村

妙峰山镇 斜河涧村 斋堂镇 军响村

斋堂镇 龙门口村 龙泉镇 大峪村

89.34 87.61

89.28 87.38

89.05 87.13

89.02 86.97

88.92 86.78

88.82 86.35

88.4 86.18

88.27 83.97

88.25 83.24

88.22 8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