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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年深山古村焕发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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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旅游市场火热 民宿行业升温

本报讯（记者 闫吉 杨爽）
8月9日下午，市统计局党组书
记、局长李素芳带队，来我区调
研经济运行和统计工作情况。
区委副书记、区长喻华锋一同
调研。

李素芳一行先后到北京精
雕科技集团、中关村智能文创
园、北京夏禾科技有限公司、悉
昙酒店、紫旸山庄一瓢客栈进
行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我区企
业生产、民宿运营、纳统情况及
产业发展规划情况，听取我区
经济运行与统计工作情况汇报，
并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我区总
体经济形势进行深入交流。

李素芳对门头沟区委、区
政府长期以来对统计工作的高
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并就做好下阶段统计工作提出
四点意见：一是要强化经济形
势分析研判，做好重点企业监

测、人口数据分析、全过程数据
质量把控和区域协同发展工
作，加强重点指标核算，更好服
务地区发展。二是要更加有效
发挥统计监督作用，高标准抓
好统计造假不收手不收敛专项
纠治工作。三是要全面落实市
统计局关于经济普查各项工作
部署，确保五经普工作优质高
效顺利开展。四是要持续强化
基层基础建设，重视基层数据
质量，守好北京“数据净土”。

喻华锋对市统计局一直以
来对我区统计工作的关心与指
导表示感谢，他表示，区委、区
政府将继续大力支持统计工
作，扛牢生态文明大旗，推动

“两山”路径转化与文旅产业创
新发展，落实减量发展要求，探
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在改善
民生福祉上不断求进，持续增
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8月
9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喻华锋

“四不两直”检查安全生产、创
城工作开展和燃气安全使用、
防汛、疫情防控工作。

喻华锋一行先后到国道
109新线高速公路黄台隧道、
三家店粮库棚改定向安置房项
目和区液化气站，检查安全生
产工作，到军庄镇东山村查看
防汛重点点位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到三家店西口沿街商铺，查
看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创城环
境维护和燃气安全使用情况。

喻华锋要求，全区各相关
单位、部门要紧抓安全生产不

放松，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加大
行业监管力度，加强指导和监
督，坚持严管重罚，督促企业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
镇街要高度重视防汛工作，强
化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建
立健全工作机制，细化完善应
急预案，细致摸排防汛隐患，做
到情况清、底数明，切实做好极
端天气灾害防范及应对工作。
各行业监管部门要加强疫情防
控督导检查，将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落实落细。同时，要督促
商户做好“门前三包”、环境维
护等工作，严格对照创城指标，
引导市民共同参与创城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佳璐 杨爽）8月9日7时，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维刚带队，到大峪街道黑山
大街西路实地查看道路停车及环境卫生情况，
并现场协调各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整改方案。

张维刚要求，全区各相关部门与属地要主
动担当作为，进一步强化沟通协调，持续强化

“门前三包”责任制落实及环境卫生治理工作，
努力营造和谐、文明、整洁的城市环境。针对道
路及社区周边乱停车问题，要因地制宜、综合施
策，坚持疏堵结合，通过加强执法检查以及强化
宣传引导，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
制，同时加快推进周边停车场建设使用，让“创
城”成果真正惠及于民。

区领导张翠萍、杨建海参加检查。

北京日报客户端讯（记者 张骜
王海欣）在京西大地的绿林深处，那
一栋栋精品民宿，形成一片片“门头
沟小院”，像一朵朵漂浮在太行山上
的云，构成一幅惟妙惟肖的水墨画。
登高远望，保留了400年记忆的古
村落，与游人相望，门头沟的明清四
合院焕发了新的生机。

“爨舍”融合四合院文化

从北京市中心驱车向西，近3
个小时车程，深入门头沟群山，就抵
达了斋堂镇爨底下村。这是一个
400多年历史的传统古村落，拥有
京郊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四合院群落。
七夕当天，韩永聪的手机响个不停，
他一趟趟跑到村口，帮着到自家民宿

“爨舍”办入住的客人拉行李。
“爨舍”是一座保存完整的山地

四合院院落，不但有东西跨院，还有
门楼，在爨底下村的民宿中别具一
格。老板韩永聪就是本村人，生在
爨底下，他一度只想“逃”。

“我小时候就有乡亲开农家乐，
开始挺挣钱，后来几乎家家都想干，
收拾出两间房就敢揽客。”韩永聪是
搞旅游的，入行后迫不及待地“逃”
出爨底下村，当上了城市白领。

他记得当时有同事问他，为什
么不回乡创业？雄心万丈的韩永聪
笑笑说：“村子太老，农家乐层次太
低，没干头。”

韩永聪看到了爨底下村农家乐的
“虚火”，但想不出这个京郊游富矿该

如何走出低效、低端的“怪圈”，直到
2012年，门头沟区政府对以爨底下村
为代表的传统古村落进行品质提升和
活化利用，给这个400多年小村注入
活力，也重新引起了韩永聪的兴趣。

有补贴、有政策，还有“门头沟
小院”品牌加持，2017年4月，韩永
聪回村了。

“我要做的是精品民宿，能体现爨
底下村文化，带给客人优质体验。”院
落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重新装修。
在提升客房品质和服务水平的同时，
设计了专属标识，名为“爨文化”。

不仅如此，在镇政府的支持下，
韩永聪还将几间闲置房屋打造成文
创店“爨造社”，里面全是与爨字有
关的文创产品，冰箱贴、杯子、布袋、

盘子、布偶等，墙上还挂着顺口溜
“兴字头，林字腰，大字下，架火烧”。

“这样一联动，老村子就活了，
能住、能玩、特别受城里年轻人欢
迎。”几年来，韩永聪的账本上，盈利
从十几万涨到了几十万，回头客也
越来越多。像七夕这样的节日，客
房几乎在一个月前就订完了。

目前，村里像“爨舍”这样保存
完好的以明清建筑风格为主体的山
地四合院有76套 656间。通过整
合村内文化旅游资源，爨底下村现
有民俗户48户，平均年收入30万
元左右，古村彻底“活”了过来。

苇子水村自带清新婉约美

爨底下村只是门头沟区传统古

村落活化利用的缩影，在全区12个
传统古村落中，雁翅镇苇子水村的

“后发优势”之路同样“耀眼”。
与爨底下村峻峭的自然景观和

错落的古建筑群不同，这里包含着
46座明清四合院，不施粉黛，格调
素雅，让整个村子自带一股婉约的
美感。

苇子水村党支部书记高彦辉说，
林业和种植业是苇子水村的支柱产
业，主要物产有香椿、柿子、核桃、山
杏等，尤以香椿和核桃比较出名。

近几年，古老的苇子水村通过
与企业合作，依托自然禀赋与传统
文化，在保留古建风格的基础上，将
几处闲置民宅改造成“三顾苇庐”民
宿小院，以此为契机，让更多人走进

村中。未来，将以全村整体风貌、梯
田、林果等元素为卖点，向景区和康养
产业方向发展，带动全村致富增收。

近年来，门头沟以传统村落为
节点，加快完善全域旅游基础设施，
持续推进传统村落区域连片发展利
用，统筹推进规模精品民宿与民俗
村(户)多层次叠加发展。

门头沟区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
心主任李迎秋表示，未来，门头沟还
将聚焦空间体系打造，通过109国
道、永定河串联四镇，联系八条沟域
水系周边传统村落，并通过古道打
通各沟域的空间隔离，最终构建“一
水系八沟，古道联百村”的总体空间
格局，带动传统村落连片保护利用
与乡村整体振兴。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今年
暑期，我区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旅游市场也如夏
日天气一样火热，全区各大景区游
客量和民宿订单量整体呈现上升
趋势。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郊
区游成为不少北京市民的首选，我
区各民宿也迎来了“高光时刻”，预
订量不断增长。据某网络预订平
台显示，8月第一周，该平台京西民
宿预订量已达到 7 月整月的 60%，
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近七成。

许多民宿经营者反馈：“现在
的预订形势较好，有很多人进行咨

询，将预订从线下转到线上后，预
订量明显提升不少，对整体市场非
常有信心。”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区大部
分民宿周末都处于“满房”状态，民
宿行业的复苏也为京西旅游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能，许多民宿经营
者依托我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在
品牌塑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业态布局、营销推广等方面发力，
围绕红色旅游、休闲农业、乡土文
化、节日节庆等内容，将民宿与周
边景区、体育运动、文化活动等产
业深度融合，逐步形成“民宿+”乡
村旅游模式。

本报讯（记者 闫吉）全国文
明城区创建离不开广大市民的
支持和参与，为助力创城工作，
引导文明风尚，我区通过增设景
观小品、更换公益广告宣传画等
方式，不断强化创城氛围营造。

在城区的主次干道、背街
小巷、商圈广场等公共场所，
随处可见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的宣传标语。在营造举足既
观、抬眼可见的创城氛围基础

上，我区持续推进宣传载体和
内容的风格创新，在公交站台、
公园入口、路侧围栏等点位，矗
立风格多样的公益广告牌、宣
传栏和景观小品，大力宣传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绿色城
市，绿色社区”、“文明出行，文
明健康”等内容，配有全区的风
光照片，让市民更加直观地了
解并支持创城工作。

据了解，我区更新公共空

间、公交站台等公益广告宣传
画 1300 幅，维护景观小品、精
神文明宣传栏 108组。

目前，我区创城工作正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城市管理水
平持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也
取得了显著成果，市民整体素
质和文明程度日益提高，人民
幸福指数不断攀升。人人参与
创城的氛围更加浓厚，市民也
在用自己的行动助力创城。

本报讯（通讯员 陈永）连日来，
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
部积极响应区委号召，化身“门头沟
热心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战骄阳、斗酷暑，坚守创城迎检“大
考”一线，用汗水浇灌城市文明之
花，用实干铺平文明城区创建之路，
书写“机关红色先锋”的担当情怀。

党旗红，创城一线争先锋。区
直机关工委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及
时下发《关于号召机关广大共产党
员积极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
通知》，发动机关系统各级党组织、
广大党员踊跃投身创城一线，争当
文明劝导、环境整治、志愿服务“红
色先锋”，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区
委党校25名党员干部对照包干路
段“五查”要求，及时查找整改问
题，提升创城迎检工作成效。区应
急局发挥“双报到”机制作用，围绕
创城重点任务，到中门花园社区开
展应急自救、普法知识宣传，发放
各类宣传材料300余份，协助社区
打扫环境卫生，清理杂草垃圾10余
袋。区财政局、区气象局党员干部
化身“红色服务先锋”，走上街头、

深入社区，对沿路垃圾、隔离带内
杂草、卫生死角等进行全面清理，
传播了文明新风。

走在前，全力以赴勇攻坚。区
委综合考评办对巡查路面存在的
烟头、纸屑、饮料瓶等垃圾进行及
时清理、分类投放，针对“僵尸自行
车”、路面地砖松动，以及小区围栏
内侧卫生死角等问题，安排专人上
报职能部门协调解决。区审计局
组建“审计清风志愿服务队”，配备

“巡查装备包”，局领导带领14名队
员，每天奋战在包干巡查路段，通
过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进
一步营造文明和谐美好的城市环
境。区税务局在做好大规模留抵
退税等工作的同时，坚持书记带班
子、班子带支部、党员带群众，班子
成员和各党支部书记带头下沉到
包干路段，党员干部每天坚守在创
城一线和永定镇大数据筛查岗位，
贡献了京西税务力量。区融媒体
中心围绕创城迎检工作部署，积极
指导各平台推送创城攻坚、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相关内容84条，持续加
大“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等方面融

媒产品的策划和宣传力度，开设
“创城听我说”文明交通版块，通过
持续推送短视频，在全区营造创城
浓厚氛围。

作表率，挥洒汗水不停歇。区
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领导干部带
头“全员下沉”服务社区，组建6个
对接组，每周至少 1次深入镇街、
社区，提供创城指标全要素点对点
支持、协助社区开展“精准攻坚”，
夯实基层创城基础。区人力社保
局第一时间召开创城工作部署会，
坚持把便民利民作为创城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做好包干路段
巡查工作的同时，设置“党员先锋
岗”，为来访者提供帮助，推出八项
经办模式、社保微课堂等，确保业
务工作和创城工作两不误。区交
通局坚持当好文明交通“督导员”，
主要领导带队实地检查点位，发现
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同时，每周新
增2班16人次的BRT公交站台巡
查频率，加强站台维护力度和督导
整改力度。区市场监管局发挥“红
色市场监管卫士”党建品牌力量，
立足市场监管职能，对鑫源、兴顺、

双峪等三个市场加派人手、全天值
守。同时，加强执法监管，督促餐
饮企业落实光盘行动、公勺公筷等
要求，做好校园周边烟酒售卖整治
等，累计发动党员干部200余人次，
检查各类市场主体300余户次。

绷紧弦，齐心协力助创城。区
委编办坚持落实责任、人员保障、督
促整改，政策宣传“四个到位”，发挥

“门头沟热心人”示范作用，对过往
群众和临街商户进行文明引导，夯
实创城迎检群众基础。区住建委紧
盯物业领域，召开创城迎检专项部
署会，强化责任监督和工作落实。
聚焦建筑工地领域，建立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点位负责人、施工单位

“四级责任制”，安排专人对7个重
点点位实行“一对一”定点巡查，确
保全覆盖。区统计局、区经济社会
调查队认真开展“创城攻坚在行动”
巡查活动，由班子成员带队集中开
展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确保创
城迎检工作成效。区规自分局、区征
收中心开展包干路段巡查、文明劝
导、捡拾垃圾等志愿服务，让党徽闪
耀创城一线，让文明留在群众身边。

探探 门头沟古村落门头沟古村落访访

市统计局领导来我区调研
经济运行和统计工作情况

区领导检查创城工作

区领导“四不两直”检查
安全生产、创城、防汛和疫情防控工作

区直机关系统“机关党旗红”点燃创城热情

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宣传力度
营造良好创城氛围营造良好创城氛围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 谢
琪锦）8月11日上午，市国资委
主任张贵林带领京城机电、北
投集团、中关村发展集团、京能
集团等市管国企领导来我区调
研“区企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情况，参观中关村门头沟科
技园驻区企业，了解园区总体
发展情况，并与区委书记金晖，区
委副书记、区长喻华锋进行座谈。

喻华锋介绍了我区经济社
会发展、国企改革、招商引资等
情况，市管国企领导先后发言。

金晖表示，门头沟区当前
的发展成果离不开市国资委和
市管国企作出的贡献，希望市
国资委和市管国企一如既往关
心支持门头沟区工作，继续深
入合作，共同发力，在山地经
济、“一线四矿”、生态文旅产业
等方面深化合作，巩固现有的
合作成果，共同探讨新的发展
路径。要在生态涵养区绿色转
型过程中，主动融入首都“五

子”联动大局，在新时代首都发
展的大格局下，共同发展，赢得
更好的未来。

张贵林指出，门头沟区发
展前景美好，交通便利、山清水
秀、环境优美，宜居宜业。各市
属企业要加大合作力度，围绕门
头沟区“生态立区、文化兴区、科
技强区”的发展战略梳理项目，
引领产业联动发展。在中关村
科技园区门头沟园发展、生态
文旅、基础设施提升等方面发
力，助推门头沟实现绿色高质
量发展。要结合门头沟区集体
经济薄弱村的乡村规划和资源
禀赋，重点聚焦农副产品、生态
旅游等优势领域，建立起具有
长效机制的帮扶项目，帮助集
体经济薄弱村稳定增收。要全
面发挥企业作用，借“紫气东来
门头沟”之势，共同助力地区建
设，推动区域转型发展。

区领导曹子扬、朱凯参加
调研。

市国资委领导来我区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