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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召开第63次常务会

我区召开采空棚户区12个地块项目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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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冰雪项目捐赠仪式在我区举行

住上好房子 过上好日子

区十届政协常委会
召开第二十三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闫吉 谢琪锦）
农宅，是农民的安身之所。有房
住、住得好，是农民过上小康生活
的基础和前提。近几年来，我区通
过险村搬迁、危房改造等政策，不
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着力提高生
活质量，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成
就了农民小康生活的“大安康”。

斋堂镇法城村于2013年开始
农宅改造，经过两年的时间，家家
户户都住上了楼房。现在，这里环
境优美，推门见绿，出门见花，一派
和谐乡村美如画的景象。

沿着平整的道路走进村中，一
排排统一规划的三层楼房映入眼
帘，白墙青瓦格外雅致，整洁、安静
是这里给人的第一印象。

70岁的魏福云是村里第一批
住进新房的村民，她欣喜地向记者
介绍着家中户型，脸上挂满了笑

容。魏福云说：“以前，老房子客
厅、厨房、卧室都在一个屋，有的时
候孩子回来也都在一个屋挤着
住。现在，条件好了，住着三层楼，
有5个卧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屋
子，每层还有卫生间，太方便了。”

宽敞的住房、简约的家具、干
净的环境，与过去低矮破旧的老房
相比，如今的居住环境让魏福云满
心欢喜。从前，能住上这样屋屋分
明、设施齐全的房子，是村民最大
的梦想。谈起今夕变化，在这里生
活了几十年的魏福云感慨万千。
“没想到，晚年还能在农村住上楼
房，能过上跟城里一样的生活，真
是太幸福了！”

不仅住房条件极大改善，法城
村的村域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村“两委”在险村改造的
基础上，优化村内环境，对过去的

土路进行硬化，在街道两侧种植鲜
花绿草，修建健身广场，增设运动
器材，村民日常休闲有了活动场
所，在群山环抱的优美环境中，村
民的幸福感与日俱增。

在村内遛弯儿的村民杨增林
说：“我们村大街天天有人扫，不像
以前似的谁家有污水就往大街上
一倒，弄的污水到处都是，现在哪
儿哪儿都变的干净了。”

居住环境得到改善提升后，增
加村民收入又成为村“两委”新的
奋斗目标。为此，村里组建了环卫
队、绿化队和护林防火队，每名村
民都可以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选择合适
的工作，足不出村，
就有稳定的收入，这
让大家都享受到了
实实在在的福利。

村民易浮萍向记者介绍说：
“以前，我的收入一年也就5000元
左右，现在可不一样了，我们每个
人都能凭自己的能力挣钱，一年能
挣12000元以上，真正实现了‘搬
得进，住得稳’，现在日子是越过越
好了。”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这
是村民最朴实的心愿，也是他们心
目中的小康生活。

如今，法城村“美”了村民的生
活环境，“鼓”了大家的腰包，灿烂
的笑容绽放在每个人的脸上，火红
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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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近日，区摄影爱好者
发现，永定河补水期间河两岸出现鸟类“大熊
猫”——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它们并没有
因为气温的变化南迁，而是留在了山青水秀的
永定河畔，并且安营扎寨准备做这里的“常驻
民”了。

12月23日7时，记者随摄影爱好者高万富
来到了黑鹳经常觅食的永定河王平镇安家庄
段，虽然太阳还没有升起，但是在寒冷的河床
滩涂上已经有两只黑鹳等在水边开始觅食。

高万富介绍：“今天的运气非常好，一般情
况下黑鹳是在太阳初升之后才开始从山崖上
的巢穴中飞到河边觅食，从体型上看这应该是
两只小黑鹳。”

黑鹳性情机警，它们时而踮着脚走近水
边，低头注视着水下的情况，时而返回岸边，抬
头观察四周的动静，时而又振翅腾空，盘旋在
河床上空，在观察到没有危险时再以优美的姿
态返回河边继续等待猎物。

大约10时，天空上又飞来了5只黑鹳，在
此盘旋了几圈之后又飞往了别处。

据摄影家李宝忠介绍：“现在的黑鹳比春
天的时候多了，最多的时候看见过9只。而且
黑鹳不光是自己捕食，它们经常是和野鸭子在
一起，有的时候野鸭子逮到鱼之后黑鹳会抢夺
它们的食物，非常有趣。”

专家提示：市民在观鸟、拍摄鸟类时，不
要发出噪音惊扰鸟类；同时，不能投喂野生鸟
类，如果遇到受伤的野生鸟类要及时拨打
110求助。

本报讯（记者 闫吉 杨爽）12月
23日下午，区政府召开第63次常务
会，邀请市两区办二级调研员于风
君讲解北京市“两区”建设情况。区
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主持会议并
讲话。

会上，于风君围绕“两区”建设
的背景、基本情况和下一步工作部
署等内容，为与会人员深入解读“两
区”建设对门头沟发展的重要意义。

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示范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央
赋予北京的光荣改革任务，对于落
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推动北京高
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付兆庚指出：下一步，我们要抢
抓机遇，积极投身“两区”建设，为首
都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要强
化学习培训。全区上下要切实学习

好、运用好相关政策，推动“两区”政
策在我区落地生根。要抓好项目落
地。各单位要认真逐条研究市级方
案及试点措施，完善区级配套政策
和方案，积极争取政策支持。要激
活发展动能。结合区域功能定位，
以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为依托，着
力做好以科创智能、医药健康、文旅
体验三大产业为重点目标的招商引
资工作。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关于报送
2021年区政府重点工程计划安排
初步方案的请示、关于报审《门头沟
区2021年创城惠民办实事项目任
务》的请示，听取了关于门头沟区拟
提交2021年市“两会”的议案、建议
和提案线索征集情况的汇报。

区领导陆晓光、庆兆珅、孙鸿
博、王涛、李晓峰、曹子扬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屈媛 张欣皓）
近日，我区召开采空棚户区改造及
环境整治项目土地入市工作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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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规自分局汇报采空棚户区改
造12个地块项目进展情况；区城管
委汇报采空棚户区环境整治12个
地块市政道路工程进展情况。

付兆庚要求，一是加快办理手
续。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深刻
总结经验教训，提前做好各项准备
工作，加快办理相关前期手续，确保

项目有序推进。二是明确开发时
序。规自分局要统筹协调，把握好
土地入市节奏；区城管委要全面做
好水、电、气、热、路等配套设施的保
障工作；区财政局要统筹各方面资
金需求，做好整体资金计划。三是
精准核算成本。有关部门要提高成
本意识，精打细算、精益求精，切实
降低项目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四
是保证年度收支平衡。区财政局等
部门要精准测算资金需求，拟定好
项目支出计划，确保收支平衡。

区领导赵北亭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
12月23日上午，区十届政协常务委员
会召开第二十三次会议暨第十二次议
政会。区政协主席张永主持会议。

会上，区政协副主席张满仓传
达区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精神，与
会政协委员听取2020年全区纪检
监察情况通报和2020年政府工作
报告起草情况说明，并进行议政发
言。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陆晓光
就委员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随后，会议协商决定了有关人
事事项，审议通过了《政协门头沟
区第十届委员会关于郭俊琴同志
不再担任政协常务委员的决定》
《政协门头沟区第十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调整政协委员人选的
决定》《政协门头沟区第十届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委员界别

组组长的决定》《政协门头沟区第
十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委员编组
名单》。

张永要求，广大政协委员要认
真学习、全面领会和深入贯彻落实
区委全会精神。在本职工作中，要
立足本职岗位干事创业，切实发挥
好带头作用。在政协工作中，要认
真负责地提出意见和建议，切实发
挥好主体作用。在界别群众中，要
做好凝聚共识工作，注意搜集整理
散落在群众中的意见和建议，切实
发挥好代表作用。要进一步增强
政治意识、责任意识，争取在即将召
开的区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提出一
份高质量提案，发表高质量建言，为
全区各项事业发展提出真知灼见。

区政协副主席高连发、杜斌英、
顾慈阳、郑华军、孙建新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近日，北
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校园冰雪项
目捐赠仪式在大峪一小举行。北京
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袁斌参
加活动并致辞，区委常委、副区长庆
兆珅出席活动。

基金会向我区捐赠20万元，用
于学校开展校园冰雪运动。袁斌介
绍了本次捐赠的重要意义，希望能

够以此为契机，提升大峪一小冰雪
运动水平，进一步带动门头沟区青
少年冰雪运动蓬勃发展。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面向全区
38所中小学2万余名青少年开展冬
奥、滑雪知识宣传、实地滑雪体验等
活动，扩大冰雪运动参与人数，为
2022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营造良
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区
公路分局开展道路冬防专项应
急 演 练 ，全 面 提 升 应 急 处 置 能
力，确保雪天城市道路通畅。

演练模拟我区突降大雪，造
成 108 国道部分路段出现积雪。
区公路分局南村专养段在接到
预警后，立即行动，利用设备调
试液态融雪剂，并将融雪剂注入

水车内。随后，工作人员指挥扫
雪车、水车等车辆赶赴道路现场
进行作业。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演练
中增加了融雪剂浓度检测环节，
工作人员通过专业设备对调试
好的融雪剂进行检测，确保调试
比例达标。记者在现场看到，工
作人员将溶解完的融雪剂滴在

手持检测仪上面进行数据观测，
浓度达到 20%以上，符合浓度标
准。

截至目前，区公路分局已储
备融雪剂 440 吨，路侧备防滑料
800 立 方 米 ，抢 险 备 勤 人 员 340
人，机械车辆 58 台套，主要分布
在 清 水 镇 、斋 堂 镇 、雁 翅 镇 等 6
个物资储备点及专养段内。

区 公 路 分 局 养 护 管 理 科 科
长周猛介绍：“每年我们都会根
据气象部门对今冬明春天气的
预判，修订我们的冬防预案。截
至目前，所有的冬防人员、物资
和设备已经全部准备到位，通过
此次的冬防演练，提高了公路养
护工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应对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深入解读“两区”建设对我区发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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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措施 补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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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元旦元旦””作为节日的由来作为节日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