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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学”真“体验”

妙峰山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4月份第一周(3.29-4.4）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清明假期我区接待游客8.58万人次 联创共建协议保障国道109新
线高速公路工程顺利推进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记者从

区文旅局了解到，清明假期，我区纳

入监测的14家景区、2家星级饭店

和6个镇共计旅游接待人数8.58万

人次，总收入561.68万元。许多景

区都推出了特色旅游活动，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踏青赏花，全区旅游

市场热潮逐渐恢复，旅游消费需求

不断得到释放。

假期中，记者在妙峰山镇水峪

嘴村的京西古道景区看到，昔日的

古朴村落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的景

象，游客络绎不绝，这也让景区旁的

“妙峰小筑”精品民宿生意火爆，假

期3天的客房早早就被预定一空。

市民曾女士一家四口在清明假期的

首日入住了这家精品民宿，并参加

了景区举办的徒步活动，享用了特

色农家饭菜。日臻完善的旅游配套

服务体系，让曾女士赞不绝口。她

说：“我们对住宿的干净度、舒适度

都是有一定要求，这家民宿与京西

古道景区实现了有机结合，所以我

们想着下次应该再换个不同的季节

来体验这家民宿，再重新游玩附近

的景区。”

记者看到，这处融合了现代艺

术气息和传统水墨风格的民宿，共

有5间客房，能够为游客提供静谧、

舒适的独享空间。民宿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间“妙峰小筑”民宿和

“梦回古道”民宿由同一家企业运

营管理，依托地理位置优势和品牌

传播效应，两家民宿清明假期预订

率均达到100%。民宿经营者王兵

说：“我这两个院子自打开业以来，

经营效果还挺好的。依托于门头沟

区好的政策支持，还有好山好水好

景色，我相信民宿行业应该会做得

越来越好。”

除了民宿行业，我区各景点也

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潭

柘寺景区的“二乔玉兰节”、谷山村

景区的缤纷花海旅游文化节等文旅

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到我区旅游。

据统计，清明3天假期，潭柘寺景区

接待人数 2.2 万人次，综合收入

115.8 万元；戒台寺景区接待人数

0.2万人次，营业收入14.25万元；妙

峰山景区接待人数0.4万人次，收入

21.98万元；爨柏景区接待人数0.35

万人次，收入8.06万元。民俗接待人

数2.71万人次，累计收入268.78万

元。精品民宿接待人数1559人次，

综合收入75.85万元。

又讯（记者 马燊）记者从区商

务局了解到，清明假期，我区消费品

市场供应充足，品类丰富，销售市场

平稳有序，较好地满足了节日期间

全区百姓的消费需求。

今年清明假期，除了保障传统

线下实体企业经营，满足百姓日常

购物需求以外，区商务局还积极开

展“‘京’彩生活”“春游记”“肆意

GO”等主题促销活动，让线上线下

齐发力，以丰富的形式，加速促进我

区消费市场回暖、提升。

据区商务局重点数据监测显

示，清明假期，物美、京客隆、雨润发

等12家规模以上超市，累计实现销

售额648.06万元。

此外，清明假期期间，区商务局

还持续开展了商务行业安全生产督

导和“创城”检查，出动执法人员督

导商业单位6家，确保商务行业环

境整洁、秩序井然。

又讯（记者 杨爽）清明假期，我

区精品民宿市场预订情况火热。

全区22家开放营业的精品民宿各

展所长，为赏花、踏青的游客提供

优质、安全的服务，打造高质量旅

游体验。

记者在王平镇韭园村的“诗雨

丽舍”民宿看到，不少游客提前入

住，正在公共区域内体验各类特色活

动项目。据了解，清明假期，这家民宿

的9间客房全部订满，“五一”假期的

客房也已被提前预订一空。

“赶上清明假期，我们就出来休

闲放松一下。周围的环境十分幽

静，又临山亲水，十分惬意舒服。”前

来度假的市民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入住这家精品民

宿的游客多以家庭为主，基本上都

是通过朋友推荐而来。为吸引更多

游客来此体验，民宿经营者通过微

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多种宣传

方式，依托旅游场景体验，打造特色

品牌。

“诗雨丽舍”民宿的经营者张义

介绍说：“为使宿客住得安全、舒适，

我们严格按照区里和镇里的疫情防

控要求做好各项工作，在食材准备

方面也做好安全采购，为宿客提供

更高品质的服务。”

除这家民宿外，记者在浏览线

上预订平台时发现，清明假期，我区

22家开放营业的精品民宿预订情况

火热，特别是“有关”民宿、“爨舍”民

宿和“一瓢”客栈等位于景点周边的

“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各类房型

在假期的销售情况火爆。

又讯（记者 谢琪锦）记者从区

民政局了解到，3月 20日至4月 5

日，我区天山陵园、万佛华侨陵园、

区殡仪馆三家殡葬单位共接待现场

祭扫群众161449人、代祭842人。

区民政局提前谋划、周密部署，

按照全市统一要求，结合常态化疫情

防控要求，强化人员和物资保障，加

大联合执法巡查力度，督促三家殡

葬单位提高认识，落实措施确保祭

扫工作有序开展。同时，区民政局

还积极协调区相关部门，在祭扫高

峰，做好交通引导、志愿服务、应急

处突等保障工作，为广大市民提供优

质、贴心的祭扫服务。

三家殡葬单位也结合自身实

际，制定了工作方案，严格落实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积极开展消防应

急演练，在做好祭扫服务保障的同

时，通过多种形式，强化森林防火

和疫情防控宣传，采取提前预约、

分时入园、身份核验等有效措施，

确保我区清明期间祭扫工作安全

有序开展。

本报讯 (记者 高佳帅)清明前

夕，区光荣院党支部和区消防救援

支队龙泉消防救援站在天山陵园功

臣园，联合开展清明祭扫特色党日

活动，缅怀革命先烈。

在鲜花与松柏簇拥下的功臣

园雕塑前，全体人员向功臣塑像

鞠躬行祭奠礼，共同缅怀革命前

辈。随后面向鲜红的党旗举起右

拳，重温入党誓词。党员们把寄

托着哀思的花篮摆在墓碑前，并

用洁白的毛巾认真擦拭着每一块

墓碑，以此表达对革命功臣的崇

高敬意。

据了解，天山陵园功臣园自

2008年6月建成启用以来，先后安

葬我区13位革命功臣。区光荣院

党支部也已连续13年在此开展清

明祭扫特色党日活动，以此来缅怀

逝世的革命功臣，时刻铭记他们不

惜牺牲生命的大无畏精神。

区光荣院党支部书记高海英

介绍说：“这次活动我们不仅是为

了缅怀在区光荣院去世的革命功

臣，更是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要积极

投身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党史学习教育中去，切实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

又讯（记者 刘鹏）面对清明期

间文明祭扫和森林防火的双重任

务，龙泉镇琉璃渠村、居联合成立清

明祭扫工作小组。在进山卡口处，

村里的10余名志愿者和护林员轮

留值班，盯守主要进山口的同时，对

附近山林进行巡视检查。

琉璃渠社区志愿者说：“我们在

主要道口进行执勤，让上坟祭扫的

人员别带火种上山，文明祭扫，禁止

焚烧冥纸，尽量使用鲜花，还在主要

道口发放《一封信》，让前来祭扫的

人员按照信上的提示文明祭扫。”

在每个重点卡口处，琉璃渠村、

居还利用广播、公告栏、电子屏等形

式，向辖区群众进行宣传，大力倡导

以“鲜花换纸钱”“丝带换挂纸”等文

明祭扫方式，引导大家树立环保意

识，告别陋习，用低碳的方式来表达

缅怀之情，从源头上消除森林火灾

隐患。

琉璃渠社区干部史丽锦说：

“我们利用 LED屏、消防车、喇叭

循环播放，安排志愿者党员在重点

卡口进行宣传，倡导祭扫人员文明

祭扫，确保清明期间无火灾事故

发生。”

本报讯（记者 杨铮）3月 30

日下午，区人保局与国道109新

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总承包部第

三工区签订《联创共建协议书》，

将通过专项联合执法行动、设立

劳务人员权益保障示范点等措

施，杜绝欠薪问题，为工程顺利推

进提供保障。区政协副主席、国

道109新线高速公路工程指挥部

总指挥高连发出席活动。

据了解，多方联建共创是区

人保局发挥党建优势，以党员群

众协同共治，解决欠薪问题的一

次有益探索。区人保局将深化

“红色流水线 服务零距离”党建

工作内涵，聚焦重点问题，通过有

力措施为重点工程顺利实施保驾

护航。

据了解，区人保局和工区双

方将成立项目外来务工人员工资

保障领导小组，建立互通互联机

制，通过微信群、每季度项目内部

召开一次专题会议、每半年邀请

专业人员到工地开展一次普法维

权讲座、每年组织一次工作座谈

会等不同形式，帮助劳务单位和

劳务人员及时掌握国家、地方关

于农民工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

同时，建立劳动监察派驻机制，安

排区人保局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

员每周有半天时间在项目工地进

行办公，解决劳务单位和劳务人

员的咨询与投诉问题。

区人保局副局长王刚说：“我

们将在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

治理上下功夫，使我区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以党建促业务，以业务强党建，从

而优化营商法治环境，为企业助

力，为劳动者服务。”

有力的保障也激发了广大建

设者的热情，国道109新线高速公

路项目第三工区以此为契机，开展

“三面旗帜”进班组活动，以党员先

锋岗、工人先锋号、青年突击队3支

队伍，带动广大参建者主动作为、主

动担当、实心实干、创新创业，圆满

完成该高速公路的建设工作。

第三工区党支部书记任瑞华

说：“我们将充分发挥群团作用，

激发党建活力，凝心聚力，同心同

德，为促进国道109新线高速公

路全线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提供

坚强的政治保证。”

近日，妙峰山镇组织各党支

部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及2020

年新发展党员等70余人到妙峰

山镇涧沟村平西情报联络站开

展“学党史·践初心·当先锋”主

题党史学习教育。

学身边党史，悟先辈初心。

百年风雨兼程，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之际，妙峰山镇高

度重视党史学习教育，从身边

“党史”讲起，将红色资源挖掘

与党员教育培养有机结合，将

红色教育基地打造成果、党史

教育成果转化为培育党员队伍

的强大助力。

“沉浸式”体验，感受先辈不

易。体验收发报是涧沟红色教

育基地的一项特色活动，通过精

心设计内容、现场严密组织，让

学员在“体验式”教学中感受老

一辈隐蔽战线工作的不易。活

动现场，学员认真听讲解，积极

参与其中，体会多多，收获满满。

重温入党誓词，强化责任担

当。活动现场，学员一起聆听了

由区音协为妙峰山创作的歌曲

《红色妙峰山》，在庄严肃穆的氛

围中，重温入党誓词，许下庄严

承诺。

通过本次主题教育培训，大

家学习了解我区光荣革命史，增

强了作为革命老区人民的自豪

感和使命感。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家表示要增

强党史学习教育主动性，把党的

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努力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把党史的经验

智慧转化为前行路上攻坚克难

的持续动能，树立真抓实干、埋

头苦练的精神，团结带领群众为

中心工作服务，争当先进、做排

头兵。

妙峰山镇/供稿

本报讯（记者谢琪锦）近日，

妙峰山民族学校携手区电影发

行放映服务中心重新启动“红色

文化 电影传承”教育基地，向学

生们播放红色电影，激励学生传

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理想。

在妙峰山民族学校的活动

室里，记者看到区电影发行放映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忙着架

设放映机、调试音响设备。学生

们则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室内，

等待观看红色影片。

“红色电影中的英雄事迹和

历史故事，既能让我学到知识也

令我深受感动。时隔一年，我又

能看到这类电影了，真是太高兴

了。”一名学生在观影前十分期

待地对记者说。

当天放映的影片是《二小放

牛郎》，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放

牛娃王二小与敌人斗智斗勇最

终英勇牺牲的故事。在观看过

程中，学生们被深深吸引，作为

同龄人，王二小的机智勇敢震撼

着孩子们的心灵。

观影结束后，一名学生动情

地说：“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这是很多革命先烈用自

己的血肉之躯换来的，所以现在

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也要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据了解，去年受疫情影响，

学校红色电影基地暂停了观影

活动。今年，学校与区电影发行

放映服务中心积极沟通，根据疫

情防控形势，结合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和党史学习教

育相关工作部署，有序恢复基地

的定期放映计划，每月为学生播

放一部红色电影。

妙峰山民族学校团委书记

高盛兰说：“通过让孩子们观看

经典红色影片，带领他们回顾那

段光辉的历史，让孩子们在获得

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激励他们

在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更好地

汲取榜样身上的力量，促进自身

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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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子街道 100% 1 100%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3 100% 0 -

4 大台街道 100% - - 3 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 - 6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 - 1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1 100% 3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4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1 100% 4 80%

10 王平镇 100% 100% 1 100% 11 40%

11 雁翅镇 100% 100% 1 100% 4 0%

12 斋堂镇 100% 100% - - 7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 - 4 50%

全区合计 100% 100% 12 100% 47 68%

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100周年周年

石门营地区治理停车难题
释放更多路侧停车位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东辛房
街道石门营地区由于社区多、人
口密度大，停车难、出行难的问题
令市民十分头疼。东辛房街道根
据实际情况，积极与区相关部门
沟通对接、综合施策，有效缓解了
地区停车难题。

石门营地区是我区棚改安置
地块，辖区内共有 7 个社区，近 4
万居民在此居住，道路停车问题
成了这个区域的最大问题，不仅
影响周边市民出行，还影响了相
关单位正常工作。

位于该地区的银行工作人员、
公交车司机、市民纷纷向记者反

映：“银行押款车来了没有地方
停，也不在监控范围之内，这样对
于银行业来说是非常不安全的。”

“私家车停在马路边儿上，我们不
好停车，不好落客，也不好调头。”

“两边儿便道上都是车，对于岁数大
的人来说，走路都危险，特别乱。”

自今年 3 月 15 日起，东辛房
街道联合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对
石门营地区周边停车问题进行集
中整治。经过半个月的治理，停
车秩序有所改善，安全隐患也明
显降低，为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
全提供了保障。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

在押款车来了之后，早晨和晚上
都有地方停了，也比较合规，改善
效果很明显。还有客户也跟我们
反映，车能停到附近，办业务更方
便了。”

市民对目前的停车治理效果
也十分满意：“晚上遛弯儿看着道
路特别敞亮，没那么堵了，心里舒
服多了。”

为满足周边市民的机动车停
放需求，区城管委在石门营地区
规划路边车位720个。截至目前，
社区内共有地上车位 2549 个，地
下车位 2331 个，两个固定停车场
100个车位。

区城管委交通协管员说：“自
规划停车位后，石门营地区违法
停车车辆明显减少，我们张贴的
执法正式罚单数量也明显下降。”

东辛房街道还将进一步整治
小区内的停车秩序，在石门营新区
四区试点实行“四车治理”模式，通
过新建车棚、充电桩的方式，引导
社区居民有序停放机动车。

东辛房街道办事处主任苑芳
洁说：“‘四车治理’就是要对小区
内停放的机动车、老年代步车、电
动自行车以及自行车进行一个综
合的治理。通过‘四车治理’，释
放更多的路侧停车位。”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传

承门头沟红色基因，缅怀革命英

烈，区文联组织美协会员到清

水、斋堂、雁翅、妙峰山等镇红色

文化遗迹开展“清明致敬英烈

——‘红色门头沟’永远跟党走”

主题采风创作活动。

美协会员们纷纷表示：通过

此次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爱

党爱国热情，在先辈们的英雄事

迹感染下，持续挖掘地区红色革

命文化，用画笔再现革命老区红

色经典故事，以教育全区广大党

员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

优异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区文联美术家协会
开展主题采风创作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