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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映虹）儿童福利院
承载着一座城市的
温情，是亟需社会

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区儿童福利院通过
对院内孤残和困境未成年人开展的养、
治、教、康和成年安置等重点工作，让这里
的“折翼天使”有了栖息的港湾，也将民政
系统的兜底保障政策，化作隐形的翅膀，
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阳光明媚的上午，区儿童福利院的菜
园里传来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绿油油
的菜架前，孩子们兴致勃勃地采摘着成熟
的豆角和黄瓜，几名行动不便的儿童，也
积极参与其中，一点点将菜篮子装满。这
处户外菜园，已然成了他们亲近自然、释
放孩童天性的一方天地。

为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在区
儿童福利院生活的孩子们，除了就医、
上学外，其生活空间大多聚集在院内。
为丰富他们的生活，区儿童福利院于
今年 3 月开辟出一块近 150 平方米的
边角地作为菜园，供孩子们户外活动，

以更加贴近孩子的方式，照顾呵护他
们的成长。

区儿童福利院主任王曙华告诉记
者：“我们让能行动的孩子们都参与进
来，以大带小，在播种、浇水、收获各个不
同的环节，感受劳动的快乐，既拓展了他
们的视野，又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在精心打造生活环境的同时，区儿童

福利院也将孩子的教育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根据他们的健康程度，择校就学，并不
断完善院内的硬件设施，为学龄儿童创造
优质的学习环境，引导他们通过掌握一门
技术或逐步升学，点亮自己的人生。

王曙华介绍说：“为使孩子们能够与
社会同步，院里通过申请相关资金，添置
了电脑教室，保证孩子能通过网络，不断

充实自己。”
据了解，今年，区儿童福利院参加

中、高考的两名考生，分别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其中，高考考生以523分，创下了
区儿童福利院建院 11年以来的最好成
绩。区儿童福利院的高考考生告诉记
者：“暑假里，会准备一下英语四级的考
试。对大学生活也有很多的憧憬，希望
院内几名要上小学和初中的弟弟妹妹
们，今后也能好好学习。”

对于区儿童福利院内儿童的兜底保
障，不仅要着眼于眼前的生存，还有考虑
未来的生活。今年 2月，区儿童福利院
在孤儿成年安置工作中发挥协调与指导
作用，对院内一名成年重度残疾孤儿，采
取残疾人居家就业的方式，与企业签订
了就业协议，现已正式入职，并协助其向
辖区住保部门申报保障性住房待遇，进
行妥善的成年安置。

王曙华说：“区儿童福利院将竭尽所
能地为他们提供庇护和保障，相信随着越
来越多人献出爱与关怀，孩子们会越来越
幸福。”

本报讯（记者闫吉郭映虹）8月 27日上
午，2022年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暨首
届京西山水嘉年华文旅消费季活动在潭
柘寺镇檀谷慢闪公园开幕。市文旅局局
长杨烁，区委书记金晖，区委副书记、区长
喻华锋，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维刚出席开
幕式。

金晖代表区四套班子致辞，她表
示，门头沟将永定河沿线作为发展文旅
产业的重头戏，在讲好西山永定河文化
故事的同时，聚力打造文旅体验产业

带。目前，“门头沟小院”的精品民宿品
牌效应大幅释放，市级休闲农业精品线
路相继推出，北京网红打卡地持续增
加，山区特色农产品知名度不断攀升，
永定河文化魅力和京西文旅产业的活
力得到了充分彰显。今后，门头沟将继
续强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把西山永
定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沿线特有资源
符号化，植入品牌内核，深化多层次跨
区域合作，持续打响京西山水嘉年华文
旅品牌。

开幕式上，副区长马强发布了秋季精
品旅游线路，副区长颉换成介绍了“秋季
畅游京西”联票项目；现场，视频发布了

“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政策，签约了重
点文旅品牌项目合作、门头沟小院村企
合作。

市、区领导共同按下启动键，2022
年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暨首届京西山
水嘉年华文旅消费季正式开启。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推出畅游山水、
品味文化、红色旅游、激情户外、嗨购消费

等七大板块14项活动。针对夏末初秋的
旅游特色，还特别推出了畅游山水板块

“青峰绘西山、玩转山水间”活动，按照自
然探索、峡谷秘境、古道漫漫、京西山水主
题设计了4条秋季精品旅游线路。

开幕式结束后，市、区领导到现场设
置的京西山水融合市集展览体验区参观。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北京市
文物局二级巡视员刘洪昌，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张翠萍，区政协副主席杜斌英等
市、区领导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杨爽 姚宝良）京白
梨是北京市京郊名优特产之一，也是
我区的特色果品。处暑过后，京白梨
正式进入采摘期，预计今年全区总产
量将达到 100 万斤，较去年增产 15%。

在王平镇韭园村南山的梨园里，
绿中透黄的京白梨挂满枝头，记者来
到梨园深处，只见果农马德富手里拿
着一根长长的木棍，木棍前面绑着一
个布兜，马德富用布兜套住一个梨之
后，轻轻一拽枝头高处的梨，梨便掉
入布兜之内。他说：“今年的雨水好，
梨挂的果多，用布兜摘梨是老辈人传
下来的，不伤果。”

马德富很是忧心地告诉记者，今
年他的 10 来亩梨园能收获 2 万多斤
梨，可销路是个问题，自己没有冷库，
虽然京白梨有一个后熟期，但存放时
间也是有限。今年，马德富通过抖音
宣传自产的京白梨，争取有个好收益。

记者在军庄镇东山村上北沟集
体果园看到，220 亩梨树枝干遒劲、
连绵成片，色泽鲜亮的京白梨挂满
枝头，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按照

“处暑摘白梨”的民俗农谚，40 余位
当地果农正在园内忙碌，利用两天
时间集中采摘所有果实，并运回冷
库进行分拣、贮藏。门头沟京白梨
是北京果品中唯一冠以“京”字的地
方特色品种。

军庄镇副镇长王晓说：“我们将持续
做好京白梨复兴工程，在保留老北京水果
风味的基础上，大力做好水果示范提升基

地的杜梨培育工作。同时，在传统售卖方
式的基础上，我们与中国邮政‘助力乡村
振兴计划’相结合，发挥电商优势助力乡
村振兴。”

记者从区园林绿化局获悉，目前，我
区京白梨种植面积超过 4000 亩，主要分
布在军庄镇、妙峰山镇与王平镇，另外在
潭柘寺镇、永定镇、龙泉镇也有少量分布，

成年梨树单株产量可达 160 斤左右。今
年，全区各镇京白梨产量较去年均有所提
高，预计较去年增产15%。

图为韭园村南山的京白梨 姚宝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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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
暨首届京西山水嘉年华文旅消费季盛大开幕

大丰收！门头沟京白梨进入采摘期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8月 27日下午，我区召开全
区疫情防控工作暨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推进会。区委书记
金晖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陆晓光
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了近期市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
神；听取了 8小时前沿指挥
部工作开展情况、全区疫情
防控整体情况及新冠疫苗接
种有关情况；部署了创城迎
检相关工作。

就疫情防控工作，金晖
要求，一是要加强进返京人
员防疫管理。严格执行最新
进返京政策，引导进返京人
员自觉配合落实防疫要求，
坚决防止失管漏管。二是要
扎实做好开学返校防疫工
作。坚持“教育系统比社会
面更严一些”的原则，继续从
严、从紧落实校园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坚持“一校一策”，
坚决实行中小学“零报告”制
度。三是要抓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继续严格卡口管理，
社区（村）、单位、楼宇、“七小”门店、商超、农
贸市场等场所要严格执行扫码、测温、登记、
查验核酸阴性证明等相关措施，行业主管部
门和有关执法部门要加大日常检查频次和违
规处理力度，加强监督检查，统筹抓好防疫与
安全生产管理。同时，要持续加强核酸检测、
新冠疫苗接种等工作宣传。四是要持续压实
防疫责任。对大数据派单人员、近期疫情高
发地区返京等人员，做好闭环转运、隔离观察
等各环节规范管理，提高前哨预警能力。特
别是要确保防疫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流程规
范、操作规范，严防发生交叉感染。

就创城工作，金晖指出，要以决战决胜的
冲刺状态迎接创城测评，充分把握最新考核
政策，有针对性地查缺补漏，尽快补上短板弱
项，确保重点环节、要素达标。要坚持系统思
维，凝聚创城迎检强大合力。要进一步加大
宣传力度，提升群众对创城工作的满意度、参
与率。

金晖最后强调，全区上下要将全面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
求，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来抓，充分认识到，
只有疫情防得住，经济才能稳得住，经济稳得
住，安全才能守得住，才能不断夯实疫情防控
物质基础。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
抓好生态建设、产业培育、民生保障、安全稳
定等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区领导王建华、庆兆珅、张翠萍、王涛、杨
建海、曾铁军、曹子扬、韩兴无、陈军胜、朱凯、
贾卫东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马燊）8月26日，创客北京·
华鲲振宇·昇腾AI创新大赛决赛暨第二届中
关村（京西）人工智能会客厅活动在我区中关
村（京西）人工智能科技园·智能文创园拉开
帷幕。市经信局副局长王立勋，区委副书记、
区长喻华锋等市、区领导出席活动。

活动开始前，王立勋、喻华锋等领导与参
加活动的嘉宾、企业代表进行了交流座谈，并
推介了门头沟区区位、产业定位、政策集成等
方面优势。

活动开始后，王立勋在现场进行了致辞，
他表示，近年来，门头沟区在科创智能、医疗
卫生等高科技产业集聚工作中取得了良好成
绩，形成了推动企业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
希望门头沟区借助AI创新大赛决赛的举办，
进一步展现地区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吸引
更多优秀企业落户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着
力构建首都西部发展新的增长极。

喻华锋代表门头沟区委、区政府致辞，他
表示：人工智能是科技创新的下一个“超级风
口”，是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
遇。下一步，门头沟区将发展一中心、一基
地、多平台的“1+1+P”创新模式，积极探索

“根技术+产业资本+产业政策”的市场化人
工智能算力建设新模式，着力构建首都西部
发展新的增长极。希望各企业积极参与到门
头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来，门头沟
区也将调动资源，全力降低空间、时间、融资、
人才、法治等成本，为企业提供更为优质的人
工智能“一站式”服务，努力实现地区与企业
共赢发展。

据了解，创客北京·华鲲振宇·昇腾AI创
新大赛决赛分为初创创新赛题决赛和行业创
新赛题决赛，经现场展示、专家评审，中科视语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了初创赛道冠军，北京
和信康科技有限公司获得行业赛道冠军。

副区长颉换成到场观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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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关村（京西）
人工智能会客厅亮相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杨爽）8月29日
下午，2022年“8+1”行动推进会在我区召
开。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游
钧，民革北京市委主委王红，民盟北京市
委主委程红，农工党北京市委主委王金
南，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刘忠范，以及
各民主党派市委专职领导出席会议。中
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周景晓主持会
议。中共门头沟区委书记金晖致辞。

金晖表示，希望市委统战部给予门头
沟区更多关心指导，希望各民主党派市委
发挥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优势，多领域、

多维度支持门头沟区经济社会发展。门
头沟区将继续全力支持“8+1”行动，从完
善工作运行机制等方面强化保障，为谱写
新时代首都多党合作事业新篇章贡献实
践经验。

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8+1”行
动专题片。我区受帮扶单位代表相继介
绍了“8+1”行动重点项目取得的成果。
随后，市、区领导共同启动中关村门头沟
园民主党派专家服务站项目，各民主党
派市委专职领导对2022年“8+1”行动部
分重点项目的推进情况进行了介绍。

王红代表各民主党派市委进行发
言，她表示，各民主党派新一届市委将以
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团结带领广大成员，按照

“绿水青山门头沟”的发展思路，合力擦
亮“8+1”这一带不走的品牌，以实际行
动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胜利召开。

游钧指出，在下一步工作中，门头沟
区要发挥8+1行动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各
民主党派要发挥专家、人才优势，优化整
合内部资源，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增强造

血功能、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特别是要
在培育“高精尖”产业、优化精品民宿功能
布局、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设计、农村人居
环境改善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要提高
供需对接的精准度，总结好“8+1”行动
中蕴含的基础工作经验，形成对全国具
有借鉴意义的多党合作实践样板，推动
首都多党合作事业更加规范有序，更加
生动活泼，为新时代首都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区领导王涛、曹子扬、颉换成参加会
议。

2022年“8+1”行动推进会在我区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8 月 31 日，2022 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正式开幕。

门头沟展区将于 9
月 1 日在首钢园区开展，
围绕“数字赋能文旅发
展，文化创新美好生活”
主题，融入生态、旅游、文
创等众多京西特色元素，
并划分出科技、产品、体
验等不同板块，为参观市
民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区
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新业态、新场景、
新亮点、新成果。

2022年服贸会开幕
门头沟展区等您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