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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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镇：强化环境建设 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加强双方沟通 实现合作共赢
北京服装学院领导来我区调研
本报讯（记者 屈媛）10月20日

下午，北京服装学院党委书记周志
军带队来我区调研，并与区委书记
张力兵就服装学院在门头沟建设校
区等相关事宜进行座谈。

座谈会上，区规自分局和军庄
镇主要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军庄镇产
业规划情况。

周志军说，门头沟区区位优势
明显，环境优美、交通便利，良好的
教学环境和发展前景是吸引我们到
这里建校的重要原因。在接下来的
工作中，希望双方进一步沟通对接、
信息共享、互惠互利，加快推进实施
方案的规划落实。

张力兵表示，我区文化积淀深
厚，北京服装学院在学科建设方面

与我区的功能定位相适应，双方的
合作，将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目前，我区正在将军庄、龙泉
地区的琉璃文创产业和“门头沟小
院+”的文旅产业相结合，全力打造
时尚文创小镇。希望凭借北京服装
学院的入驻，为其融入更多的时尚
元素，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加速发
展。同时，也希望北京服装学院尽
快确定建设规模、做好功能划分和设
计方案。我区将积极为学院提供优
质的服务，促进双方实现合作共赢。

会前，周志军一行还实地到龙
泉镇金隅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和妙
峰山镇水峪嘴村古道山居民宿进行
文化产业调研。

区领导金秀斌，庆兆珅参加调研。本报讯（记者 耿伟）清水镇聚
焦乡村振兴战略，坚持首善标准，
紧扣地区实际，因地制宜抓好农村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全力打造生态
宜居的美丽乡村。

一走进清水镇李家庄村，整洁
的环境，完善的设施，平整的道路
便映入眼帘。近年来，该村通过实
施一系列环境治理和景观提升工
程，不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让
村子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给村民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说起今夕变化，李家庄村民难
掩心中的喜悦：“现在，村子变化太
大了，家家都是新翻建的房子，道
路也比以前宽多了，还有休闲健身

的地方，我们平时唱歌、跳舞也都
有了场地，真是太幸福了。”

优美宜居的村居环境使得李
家庄村处处都是美景，与过去房屋
老旧、设施陈旧、道路破旧的环境
面貌相比，如今的村子更加美丽整
洁，焕发出新的活力。

李家庄村干部陈君介绍，近年
来，该村以“创城”和险村搬迁工程
为契机，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了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
过“分片包干”机制，维护良好的公
共环境，打造宜居宜游的美丽乡
村。

近年来，清水镇高度重视生态
保护和环境整治工作，立足地区资

源环境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实施规模
化畜禽养殖退出，深入推进生态保
育、环境治理，守好“生态屏障”，打
好“生态底牌”，统筹实施危房改造
136户、抗震节能房改造344户；12
个村实现“煤改电”，惠及农户3262
户 5428人；高标准推进美丽乡村
规划编制工作，7个村实现“三线入
地”；完成81座公厕提升改造及24
个村污水管网建设；积极
落实垃圾分类和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同时坚
持把发展精品民宿作为

“两山”转化的突破口，逐
步推动精品农业、林下经

济、高端民宿等环境友好型产业快
速发展。

清水镇副镇长刘成杰介绍说，
清水镇将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为
总抓手，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持续做好“七边三化四美”和厕
所革命工作，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
用，探索红色村规民约等基层治理
微创新，稳步实施垃圾分类资源化
利用，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敬老爱老 舞动夕阳 余热生辉

我区重阳节宣传文化周全面启动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梨花

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

悠扬的《梨花颂》从东辛房街道文

化中心婉转而出。这是由区委宣

传部、区创城办联合举办的重阳

节“梨园雅韵 文明新曲”慰问老

年人戏曲八场基层演出之一。

今年的重阳节宣传文化活动，

我区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采取分众化、分散式的活

动形式依次开展。率先启动的“梨

园雅韵 文明新曲”重阳节慰问老年

人戏曲演出活动，邀请北京京剧院

等专业戏曲院团的表演艺术家，深

入门城及浅山区各镇街，以慰问奋

战在疫情防控、垃圾分类、文明创

建等各项工作中的社区一线老年

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形式，先后送去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现代戏中市

民喜闻乐见的经典选段，为老年朋

友奉献重阳节的戏曲佳宴。活动

现场，同步开展“创城”宣传活动，

老年人在听戏同时，还可以进一

步了解全区“创城”工作。

除了送戏进社区外，从现在

到10月25日重阳节，我区还将重

阳节各项敬老爱老活动与当前全

区正在全力推进的全国文明城区

创建工作紧密结合，以展现“门头

沟热心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

昂扬精神风貌为目的，依次开展

“余热生辉·奉献最美”社区老年

人志愿服务大集、“重阳欢唱·舞

动夕阳”老年文化志愿者“创城”

主题广场舞展示、“登高祈福·文

明同步”礼遇老年志愿者登高赏

秋、“银发丹心·最美光影”基层一

线老年工作者风采展示等活动，

充分营造致敬老年志愿者、礼遇

老年志愿者的浓浓氛围。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在这个
收获的季节，雁翅镇芹峪村的村民
们的笑容比往年更加灿烂，望着村
周边山坡上那100亩茁壮成长的
花椒树，第一批种植长到两三米高
的已经挂果。据相关专家预估，今
年或将有10万元左右的收入。昔
日的荒山，再次迸发出勃勃生机，
芹峪村村民们在村干部的带领下，
正在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芹峪村村子不大，只有七八十
户人家。这里被高山环抱，一条丰
沙线铁路从村中穿过，把这个小小
的山村一分为二。村里大多是老
年人，年轻人为了工作和子女上学
都出外打工，只留下一些老人靠仅
有的180多亩地生活。说是地，其
实都是山坡梯田，土壤就是靠多年
来西北大风刮过来的沙土堆积在
山坳之中和山上岩石风化的碎石
渣掺和而成。这样的地，土层深浅
不一，深的地方有四五十公分，浅
的地方也就二十公分。多少年来，
山高、地薄、没有水源，村民们只能
靠天吃饭。因为严重的缺乏水源,
农民大都放弃了土地的种植，使一
些地块上的野草疯长，土地荒芜。

这一切的改变，得益于 2016
年12月怀着满腔热情来芹峪村担
任第一书记的刘民田。了解了村
子的这些情况后，当时的刘民田陷
入极度的茫然与苦闷，感到有些不
知所措。那一段时间他彻夜失眠，
如何发挥第一书记的作用？如何

让村民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周
边的村有种苹果的、有种杏树的、
有种药材的、有养蘑菇的，芹峪村
却只有这一百多亩薄地，到底什么
能够发家致富，确保村民年年有收
成呢？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
脑海中。

一天，他在山上的梯田里转悠
的时候被树枝刮住了衣服，低头一
看，是老乡种的花椒树篱笆，一个
念头突然闪现了出来。种花椒
呀！花椒耐干旱，最适合于山地生
长，而且村民都有种植经验，它分
量轻，采摘方便，劳动强度不高，适
合老年人工作，最主要的是在周边
的村里没有种植的，不会产生竞

争。有了思路，他马上深入到村民
家中进行走访，广泛了解种植花椒
的可行性，又和村“两委”多次共同
研究，统一了思想。

为种好花椒树，刘民田和村
“两委”人员多次到山东泰安实地
查看那里的树苗，决定引进优良品
种“大红袍”进行栽种。他们先后
到四川绵阳、陕西韩城参观考察花
椒树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方法，并联
系了陕西韩
城的花椒种
植专家，对
村民进行专
业技术的培
训，从花椒

的浇水、施肥、套种、病虫害的防治
到花椒的采摘、晾晒、储存、剪枝等
等，极大地提高了村民对花椒树的
管理水平。

如今，在芹峪村周边的山坡
上，100亩花椒树茁壮成长，第一年
种植的花椒树有的已经长到两三
米高，树干足有小孩的腕子粗。村
民们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割草、平
地、垒堰，挖坑、种树、覆膜，浇水、
施肥、打药，购水泵、架铁管、引水
上山等，历经了三个春夏秋冬的努
力和精心的管理。今年，第一批种
植的花椒树终于挂果了，预计将有
10万元左右的收入。产业的发展
促进了村民的增收，全体村民特别
是低收入户有了工资性收入，每年
可以拿到两三万元，彻底摘掉了低
收入的帽子。

除了眼前的收益，村“两委”还
为村里做出了长远规划，计划待到
花椒树树干直径达到10公分的时
候，就可以加工花椒木保健棒、保
健球和手串等系列产品，使村集体
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产业，使村民有
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望着那一
棵棵花椒树，村民们似乎看到了不
久后芹峪村美好的明天。

区领导到焦家坡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调研
加大日常消杀力度 提高垃圾处理能力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虹）
10月20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
付兆庚到焦家坡垃圾无害化处理中
心，调研垃圾筛选厂设备调试情况。

付兆庚实地查看了垃圾筛选处理
的各项环节，并详细询问了厂内垃圾处
理能力和垃圾处理设施的配备情况。

付兆庚指出，垃圾筛选要做到
全程封闭式处理，加大日常消杀和
除臭力度，减少污染保证厂内垃圾
日进日清，努力提高垃圾处理能
力。要严格按照前期设计标准，对
设备进行调试，保证厂内垃圾从进

场到出场，都能按照筛选工作标准
有序进行。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安
全生产意识，积极为工作人员配备
相应防护用具，要强化培训，规范分
拣标准与工作流程，为垃圾筛选厂
正式投入使用做好准备。

据了解，目前，垃圾筛选设备正
在调试当中。正式投入使用后，垃
圾筛选厂将经过垃圾收集、分拣、压
缩运输等8个步骤，将收集到的其
他垃圾分为筛上物、筛下物、可回收
物三类进行处理。按照设计标准，
垃圾筛选设备日处理量可达千吨。

从靠天吃饭到因地制宜 凝聚共识 形成合力 共同发展
我区召开京西“一线四矿”

及周边区域概念规划任务书专题会
本报讯（记者 陈凯 郭映虹）

10月21日上午，我区召开京西“一
线四矿”及周边区域概念规划任务
书专题会。区委书记张力兵，区委
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陈国才，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刘贵明出席会议。

据了解，京西“一线四矿”及周
边区域规划是我区根据市委书记蔡
奇提出的“打造青山绿水间的‘流动
民宿’”目标任务而实施的一项重大
工程。“一线”是指“门大线”铁路，“四
矿”指“门大线”沿线的王平村矿区、
大台矿区、木城涧矿区、千军台矿区。

项目将针对“门大线”铁路和
“四矿”，围绕自然生态、工业文明、传
统文化、红色教育、乡村振兴等主题
进行设计，打造通勤与市郊旅游兼具
的铁路观光线路，加快培育特色文旅
健康休闲度假产业集群。

在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张力
兵指出，区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做
好前期规划设计，按照国家铁路发展
规划要求，对铁路和重要站点及周边
停车设施进行专业设计，打造“一站
一景”的特色风貌。各部门要凝聚共
识，形成合力，对京西“一线四矿”的
实体结构进行充分研究，将沿线各矿
的优势资源与“一园四区一小院”“六
大文化”等区域特色相结合，充分展
示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

张力兵要求，要把握好京西“一
线四矿”及周边区域的关系，将周边
区域打造成具有文化特色的“协作配
套区”，带动我区城市景观与文旅产
业共同发展。要列出“一线四矿”及
周边区域的产业项目、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项目清单，结合109国道新线
建设，打造具有交互性、互补性的交
通格局。

嗨购门头沟消费季
提振我区消费市场

本报讯（记者 马燊）北京消费
季嗨购门头沟活动是我区提振消费
市场，带动消费回暖的一项重要举
措。在持续近半年的消费季活动
中，越来越多的百姓与商家参与进
来，形成了互利互惠的格局，带动了
我区消费市场人气回升，消费态势
正逐步向好。

记者从区商务局了解到，自嗨
购门头沟消费季启动以来，区商务
局等相关部门围绕京彩、京券、京
品、京味、京韵、京炫六大活动板块，
组织开展了“众享特色美食节”等大
型活动7次，鼓励区内商业企业围
绕“百货嘉年华”“少年儿童畅玩节”
等五个主题，开展了120多场促消
费活动，同时结合直播带货这一新
业态，举办了6场直播活动，不断带
动消费市场回暖。

更为突出的是，嗨购门头沟消费
季还将消费扶贫工作和“夜经济”发展

融入到各项活动中，为对口扶贫地区
特色产品和我区餐饮行业搭建平台，
以更加丰富的形式，拉动地区消费。

此外，我区还发动60多家餐饮
购物企业参与政企联发消费券。据
统计，6月6日至9月22日，我区消
费券核销财政资金279万元，在释
放消费红利后，实现约4800万元的
消费额。

多渠道、多形式的促消费活动，
带动了市民的消费热情，消费市场
回暖效果明显。今年1至8月，全区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60.8亿元，服
务性消费达70.8亿元。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和各
项活动的稳步推进，9月份我区市
民消费再次呈现增长态势，据区商
务局数据监测，仅长安天街、中昂时
代广场、PLUS365购物中心三个重
点商圈的客流量就达到了108.3万
人次，营业额收入71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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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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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