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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

区领导调研我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

108国道沿线
增设南村公路服务站

我区四项措施
助力农村人居环境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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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媛）“十三五”
期间，我区低收入帮扶工作在“红
色门头沟”党建引领下，深入落实

“六个一批”帮扶举措，以“两山”理
论为指引，围绕聚合力、强产业、稳
就业、保民生、安新居、暖民心等工
作，全面助力低收入村发展和低收
入农户增收。

今年10月，雁翅镇芹峪村的
100亩花椒树初见成效，第一次挂
果的10万元收入为整个村子带来
了生机。2017年，芹峪村创办花椒
扶贫项目，将村里因地薄缺水而闲
置了20年的7条山沟地利用起来，
引进了大红袍花椒品种，小小的花
椒不仅解决了村里低收入户的就
业难题，也为芹峪村脱贫致富打下
了基础。

“以前去外面打工，辛苦不说，
岁数大了也没人愿意要。现在好
了，在家门口种花椒，每天能给我们
150块钱的工资，一年能干7个多
月，就能有2万多块钱的收入。”该
村村民安得启高兴地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自2016年低收
入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我区创新建

立“六个一”结对帮扶机制，为45个
市级低收入村选派第一书记，向基
层注入新鲜血液。同时，凝聚12家
市属国企、12家西城区企业、8个民
主党派、7个市委宣传系统单位、6
个市属委办局帮扶力量，大力践行
区直机关系统“五进农村”活动，增
强造血功能，确保低收入农户长期
稳定受益。截至2020年9月，各帮
扶单位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348万
余元，惠及低收入农户7736户次、
13745人次。

与此同时，全区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以“红色门头沟”党建为
引领，结合自身优势，通过引智、引
企、引资等，多措并举帮扶各低收
入村，打出脱低“组合拳”，取得了
良好成效。

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全
区累计落地实施低收入产业发展
项目199个，累计安排项目资金约
1.76亿元，其中60%的产业项目已
初见成效；全区低收入劳动力就业
率达97.1%；753户1321人、8个市
级低收入村完成险村搬迁，301户
低收入家庭享受危房改造红利；低

收入农户1135人实现生态管护就
业；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全部纳
入“应保尽保。”

值得一提的是，雁翅镇田庄村
党支部，在区、镇各级的大力帮扶
下，确立了“建设红色支部、深挖红
色资源、打造红色矩阵”的发展思
路，打造京西红色党性教育基地，走
出一条“红色党建领航，绿色发展助
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截至2019
年为村集体共带来收入30余万元。

近年来，我区还立足生态优
势，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以多元素融
合为路径，全力打造“门头沟小院+
田园综合体”，推动“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转化，不断壮大低收入
村集体经济。同时，依托“灵山绿产”
区域品牌，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
台，拓展低收入产业农副产品销
售渠道，进一步坚定了产业发展信
心，为全区脱
低攻坚按下

“加速键”。
区 农 业

农村局副局
长贾民芳介

绍：“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截
至2019年底，我区低收入农户人
均可支配收入均已超过标准线，提
前一年实现上线率100%，2020年
前三季度，全区低收入农户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了13452元，增速在
18.7%，全市排名第二。下一步，我
区将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脱贫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
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
的要求，聚焦低收入帮扶工作与乡
村振兴战略的平稳过渡与有效衔
接，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打赢脱贫攻
坚战，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守土”是最好的尽职，“脱低”
是最好的检验，如今我区的低收入
村，在“红色门头沟”党建引领下，
脱低之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产
业兴了、村庄富了、农户笑了，真正
走出了自己的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连日来，我
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把握和领会
新形势、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
和工作新要求，保证“十三五”圆满
收官，编制好“十四五”各项规划，
确保全会精神在我区落实落地。

龙泉镇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集
中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坚持红色党建引领，坚定绿色发展
方向，全面推进“创城”攻坚、污染
防治、疫情防控、民生保障等重点
工作任务。

龙泉镇党委书记亓建军介绍
说：“作为基层乡镇，更要在区委、区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强化我们的
宗旨意识和使命意识，树牢生态文明
思想，奋力打造‘两个品牌’，奋力创
建‘五个之城’，推进‘三四三六’工
程，切实当好‘两山’理论守护人。”

社区基层党组织是激活社区治
理的神经末梢，城子街道蓝龙家园社
区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持续做好社区
各项管理和服务工作。蓝龙家园社

区党总支书记修俊霞说：“结合社区
当前的实际工作，就是要做好一件大
事——‘接诉即办’，两件小事——

‘创城’和垃圾分类工作，我们认真组
织党员和志愿者，积极投入到社区的
各项任务当中，把基层的工作落实
好、执行好。”

区发改委以“十四五”规划编
制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

神，按照市区相关部署要求，着力
打造“一园四区一小院”的区域经
济新格局。

区发改委副主任沈若萌说：
“我们将围绕习总书记提出的‘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指导思
想，着力打造‘一园四区一小院’的
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牢牢抓住京
西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试点建
设机遇，打造‘一线四矿’文化科技
融合发展产业圈层，辐射山区形成
以精品经济、精品旅游、精品民宿、
精品小镇为特征的近百个‘门头沟
小院’加田园综合体，不断探索生
态富民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国
道 109 新线高速公路下苇甸隧道
正式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目前
工程进展顺利，施工方正在进行
隧道洞口开挖和附属工程，预计
2023年实现隧道贯通。

国道 109 新线高速公路建设
项目是我区的重点工程，道路桥
隧比例高达 87%。其中，“三桥四

隧”更是整个工程中的难点和重
点。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初期支护作业，全力
确保现场的围岩稳定性。

据了解，下苇甸隧道采用高速
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每小时
80公里，该隧道段横断面采用双向
标准6车道。隧道左线长3401米，
右线长3479米，共计6880米，起于

妙峰山镇担礼村，止于下苇甸村。
目前，下苇甸隧道工程已正

式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左线已
累计进尺 10.5米，右线累计进尺 8
米。隧道出口右线管棚施工已完
成，出口进洞已经开挖施工，出口
左线正在进行管棚施做，已完成
36%，完成后下苇甸隧道的 4个洞
口将全面启动进洞开挖施工。

中国中铁国道 109 高速公路
工程总包部二工区项目总工程师
王伟杰说：“隧道正常施工就是开
挖爆破、铺设钢筋网、打射锚杆、
架立拱架、施做超前支护、喷射混
凝土等施工工序，这是完整的一
个循环施工，然后再进行下一循
环的正常开挖，隧道预计在 2023
年的6月份全线贯通。”

本报讯（记者 张修钰）11月14
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调研
我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

付兆庚到永定镇上悦嘉园社
区，了解人口普查正式登记进展情
况。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
慰问了一线人口普查工作人员，并
实地查看指导入户登记工作。

付兆庚要求，要高度重视、充分
认识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提高政
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把人口普查

作为当前重点工作来抓；要坚持问
题导向，把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
实，针对现有问题，采取有效措施，
推动普查工作有序开展；要保证数
据质量，做到应登尽登，确保不漏
户，不漏人；要做好风险防范，强化
疫情防控措施和登记数据的保密工
作；要按照时间节点，加快普查工作
进度，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人口普查
工作。

区领导陆晓光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张修钰）日前，永
定镇南区的棚改安置房项目施工现
场，引进了VR和AR安全模拟设
备，工人们通过体验式的安全培训，
增强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

记者实地探访了施工项目的质
量体验区、安全体验区和实体展示
区，近距离感受高科技产品的特殊
功能。在可视化交互展示区内，依
托智慧工地数据决策系统和质量样
板系统，能够全面掌握施工现场的
人员安全、工程质量等情况。

该项目经理万明向记者介绍，
在现场的3个最高的塔吊上布置了
365度的摄影头，能24小时监控现
场的实时情况，让现场所有的人员时
时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施工。

此外，质量样板系统还包括12
种不同工序的安装步骤演示，让工
人们系统性的掌握施工节点的工作
流程，从而提高施工安全质量。

在VR体验馆里，记者还看到，
工人们正在体验高空坠物、塔吊作
业、用电安全等模拟项目。体验后
的施工人员说：“感觉非常逼真，对
我们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教
会我们怎样尽量避免这些危险，保
证自身的人身安全。”

除了AR虚拟、VR模拟外,安
全区还设置了实体展示区，通过可
触可感的方式，让每位工人都能亲
眼看到每个工程节点的施工工序
流程。

项目经理万明介绍，实体展示
区主要展示实体样板，这里有地下
结构的施工，屋面防水的施工，还有
主体结构的施工，能够让工人更直
观的了解每道施工工序的做法，保
证施工现场的进度有序推进。

据了解，每位新入场的工人都要
在施工前，进行一次亲身体验，而且
安全体验区全天面向施工人员开放。

本报讯（通讯员 刘梦）我区坚
持以“红色门头沟”党建为引领，扎
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通
过勤调度、促整改、抓落实、压责任、
培意识，全区138个美丽乡村创建
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自2019年
以来已全部通过市级考核验收。为
确保三年目标任务完满完成，我区
近期启动四项措施助力农村人居环
境再提升。

一是持续高位推进。将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
动”考核验收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
之重，纳入区委、区政府目标责任考
核范围。将农村人居环境纳入书记
点评会、“创城”擂台赛每月通报点
评，并建立区长办公会每周通报机
制。区领导采取各类会议、调研、

“四不两直”检查等方式，督促推进
落实。

二是强化督查考核。坚持与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综合考评，合力推
进。核查范围延伸至村庄周边、农

户庭院及门大线周边，以9个城乡
结合部村庄为重点，坚持全域推
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加快边查边改的效率，保证整改
问题的质量。自5月份至今，累计
整改各类问题6500余处。

三是打好秋冬战役。结合疫情
防控和爱国卫生运动，聚焦“厕所革
命”、污水治理、杂物乱堆乱放等重
点问题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组织农
民群众重点清理死角盲区，加强公
厕、活动室等公共区域通风消毒频
次，深度推广农村“垃圾不落地”模
式，从源头预防疾病传播。

四是落实长效管护。坚持每月
人居环境核查通报，加强对村级管
护队伍的管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杜绝一般性问题反弹回潮。通过

“农村公厕再提升”专项行动，提升
公厕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整改各类
公厕问题410余处。进一步强化基
础设施日常维护，推进长效管护机
制在镇村落细落实。

本报讯（记者 陈凯）日前，区公
路分局以提升公众出行服务水平为
出发点，在108国道沿线建设南村
公路服务站，为过往车辆、市民提供
休息、热水、如厕等便民服务。

南村公路服务站位于108国道
南侧的潭柘寺镇南村南坎子1号
院，市民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停车、饮
水、如厕、路况查询、临时休息、无线
上网等服务。与其他服务站不同的
是，站内还增设爱心雨伞、工具箱、
医疗箱、手机充电箱等设施设备，并
设有专人提供失物招领、紧急诊疗
等服务。

一位正在休息的市民说：“对我
们这些经常进山的人来说，特别的
方便，又有热水又能休息，还有无线
WiFi，如果玩累了，还能在这儿歇
个脚。”

据了解，南村公路服务站曾经

是南村公路养护道班，近几年，我区
加快发展旅游文化休闲产业，越来
越多的市民选择从108国道进山游
玩，为了给公众提供更好的出行服
务，区公路分局利用养护道班现有
空闲房屋和设施，建立公路服务站，
为市民24小时提供基本服务。

区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周猛
说：“南村公路服务站是我区西南部
区域路网唯一的一个服务站点，随
着南村公路服务站的投入使用，我
区公路服务站的布局基本形成，它
可以有效满足游客进山游玩，到达
最近一个公路服务站仅需一小时的
目标。”

截至目前，我区共建有5处公
路服务站，分别是南村公路服务站、
下苇甸公路服务站、雁翅公路服务
站、清水公路服务站和沿河城公路
服务站。

科技护航民生工程
保障施工安全有序

我区全面助力低收入村发展和农户增收
产业兴了 村庄富了 农户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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