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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爽）近年来，我区

大力推动实体书店产业发展，通过打

造特色品牌与创新运营模式，积极探

索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建设，营造浓厚

的书香氛围。

位于城子大街 136 号的新华书

店，是北京发行集团旗下的一家基层

图书发行单位。

自1983年落成以来，这家占地约

500平方米的国营书店,便源源不断地

向市民输送着丰富的精神食粮，为广

大读者留下美好的书香记忆。

受互联网阅读风潮冲击，如今这

家新华书店虽已不见昔日的人头攒

动，但仍有许多喜欢怀旧的读者来此

购买书籍。

此外，由于该店还承担着我区部

分教材教辅的发行任务，因此平时也

会有不少学生家长到店购书，满足孩

子的学习需求。

“店里学习类的书籍比较多，孩子

在附近上学，没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来

这儿阅读、购书。”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虽然店内仍随处可见富有年代

气息的装饰元素，但无论从空间布

局还是销售种类上，书店都已按照

新时代读者的阅读需求作出创新和

调整。

从栏柜售卖到开架自选，从资源

有限到种类多元，从无处落座到桌椅

完备……与时俱进的改变，吸引众多

年轻读者纷至沓来，更使实体书店焕

发出新的活力。

如果说白天的新华书店是市民的

阅读胜地，那么晚上的更读智慧空间则

是上班族与青少年的休憩和充电场所。

坐落在中关村门头沟园人工智

能文创园内的更读智慧空间,为园区

企业及周边社区提供了优质的公共

文化服务。

整洁美观的现代装潢，经典畅销

的专业书籍，再加上延长到夜晚的营

业时间，使得这家综合性书店备受年

轻读者青睐。

傍晚时分，下班后的企业职工三

三两两来到书店，或伏案学习，或倚窗

阅读，尽情徜徉在书的海洋中，享受知

识带来的乐趣。

除此之外，书店还根据不同年龄

阶段读者的需求，积极探索校企共建

新模式，通过引进精品读物、营造童趣

氛围、开展实践活动等方式创造分级

阅读环境，并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各

类兴趣特长培训课程，助力少年儿童

健康快乐成长。

一位儿童读者说：“这个地方书很

多，还经常举办各种有意思的活动，我

特别喜欢来这里。”

记者从区委宣传部获悉，我区目

前已有新华书店、更读智慧空间、利德

衡书店、红色记忆书屋等实体书店共

计33家。

多年来，全区不断完善全民阅读

服务体系，通过开展扶持政策培训、拓

宽书店融资渠道、举办特色阅读活动

等方式，积极营造实体书店进商场、进

楼宇、进景区、进园区的良好生态，助

力书香城市建设。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8月29日，“紫气东来·山水京西”

2022年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暨首届京西山水嘉年华之清水

镇第二届旅游文化节开幕。

活动围绕红色文化和绿色产业两大核心要素开展。

场外，通过专柜展台展示了清水豆腐、红藜麦、奇异莓、高

山芦笋等10余种优质产品，以及创艺乡居，百花山社，朗诗

乡居、隐北、瓦窑等一批精品民宿，进一步提升了清水镇文

旅产业的知名度。

场内，在《丰收锣鼓》舞蹈表演下，以红色文化为主题

的“印象清水”文艺演出热烈开场。相声《我爱美食》、非遗

口技《非遗遇见丰收》、传统山梆子戏《哭三殿》、群口快板

《清水人民心向党》、女声独唱《百花山圆舞曲》、京西太平鼓

《鼓舞太平》等一个个精彩节目体现了新时代新农村的新

面貌，引来了现场观众的欢呼声和掌声。

清水镇以此次旅游文化节为契机，以“游精品线路、品

山里味道、观印象清水”为重点，推出夏凉、秋收、冬赏3条

精品旅游线路。同时，活动还发布了清水镇旅游文化节吉

祥物——“百灵豹”以及清水原创歌曲《清水谣》，共同为清

水代言。

本报讯（通讯员 毕贺申）9月开学

季即将到来，为保障学生及家长饮食

安全，区市场监管局强化对区内相

关餐饮主体的监管指导，严厉打击

违法违规行为，助力孩子们平安、顺

利开学。

区市场监管局对Plus365商圈、

冯村商业街等学生常光顾的重点商圈

的49家餐饮、食品经营主体开展培训，

从制度建设、溯源要求、员工管理、环

境卫生、食品贮存、餐具消杀、规范操

作、疫情防控等多个方面进行讲解，并

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进行宣

教，要求各经营主体提高依法经营意

识，确保制作、销售的食品安全。

区市场监管局对校园周边200米

内食品销售经营者开展专项检查，要

求各主体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严格执行索证索票、进货查验等制

度，保证食品购入渠道正规合法，产品

可追溯。经营者须具有与其经营的品

种、数量相适应的冷藏冷冻设备，并保

持正常运转。

同时，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公

筷公勺宣传，利用宣传栏、广告牌、电

子显示屏、橱窗展板、提示牌等，对经

营者、消费者普及病毒传播途径相关

知识，提高群众健康意识；倡导家庭就

餐时使用公筷夹菜，公勺喝汤，家长不

与孩子共用餐具，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筑牢家庭防疫屏障。

8 月 22 日以来，共检查 144 家

次，对个别经营主体地面不洁、摆放

不合理等行为进行提示，要求立行立

改。查处食品类案件 10件，罚没款

2.85万元。

本报讯（记者 郭映虹）近日，区文明促进中心、区文明

办、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等单位在我区重要交通路口、大

型商超、公园共12个点位，分早、中、晚三个交通高峰时间

段开展“礼让人人赞 文明天天见”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宣

传活动，进一步优化地区交通出行环境。

在双峪物美大卖场门前，由30名公共文明引导员组成

的舞蹈队伍，为市民表演舞蹈《礼让斑马线》，将他们在日

常工作中文明引导、礼貌提示的动作与形象巧妙设计到舞

蹈中，以新颖的形式对文明交通进行宣传，也为“礼让人人

赞 文明天天见”宣传活动聚集了不少人气。

活动现场，还设有文明交通的宣传展板，“门头沟热心

人”志愿者引导市民参与互动活动，并发放宣传品，带动市

民共同维护和谐有序的交通秩序，争做“文明驾车 礼让行

人”的倡导者、实践者、守护者和推动者。

据了解，活动当天累计发放宣传页、主题口罩等宣传

品两万余份。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促进中心主任晏

强介绍说：“通过‘礼让人人赞 文明天天见’新时代文明实

践主题活动，引导市民共建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

境，凝聚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强大合力。”

本报讯（通讯员 符乃清）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了

“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光盘行动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大家摒弃

不文明行为。

活动中，区农业农村局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通过发放

《光盘行动倡议书》和在单位食堂现场宣讲，向广大机关干部

宣传绿色消费、文明用餐的理念，倡导要牢记节约意识、文明

意识，做到文明进餐，节约消费，树文明餐桌新风。

大家聆听了志愿者的宣教后表示，要身体力行，将光盘行

动进行到底，珍惜粮食、节约粮食，以浪费为耻，以节约为荣，

做节约粮食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范者。

本报讯（通讯员 赵晨振）军庄镇香峪村坚持把提升村民

素质、激发内生动力作为根本，探索实践乡村自治积分制，推

动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

积分制推进了乡村文明建设。把家里事变成村里事，大

家一起出谋划策，把零距离暖心室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深度

融合，切实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积分制拉近了党群干群关系。通过积分制给村民评议打

分，既是村里党员干部对村民生活的了解过程，也是群众对村

党员干部工作加深理解、彼此互动的过程。在评议打分中，村

干部与村民的沟通多了，主要矛盾在源头得以化解，村民生活

品质提升了。积分制改变了村干部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村

干部更加深入群众，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增强了。

积分制激发了村民自治热情。积分考核体系涵盖了乡村

自治的方方面面，包含村民的品德、邻里关系、村规民约、环境

卫生、垃圾分类等方面内容。通过举办重阳节、邻居节等活

动，广泛听取民意，完善积分考评。村民全方位、全过程参与

乡村治理，享受自治成果，村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村民的

自治热情被不断激发。

本报讯（记者 杨爽）近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

服务总队在城子街道文化中心举办“‘我们携手，我们逐梦’

——启航新时代文明新篇章”主题文化宣传活动。全区近

百名公共文明引导员、交通协管员、环卫工人等志愿者代

表及医务人员参加活动。

活动在诗朗诵《我们携手，我们逐梦》中拉开帷幕。舞

蹈《花开中国》、古筝联奏《万疆》、乐器联奏《双脚踏上幸福

路》等文艺节目轮番登场，展现了全区各行各业心手相连、

团结奋斗的敬业风采。精彩纷呈的节目赢得现场阵阵掌

声，为观众们留下了温暖记忆与感动。

一位公共文明引导员表示：“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继续为老百姓服务，为门头沟创城

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文化文艺在推动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方面的独特作用，通过艺术表演的形式进一步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全区形成文明友善的文化

氛围，培育社会文明新风尚，谱写城市文明新篇章。

实体书店多元发展 助力书香城市建设

游精品线路 品山里味道 观印象清水

清水镇第二届旅游文化节开幕

全区中小学开学在即

区市场监管局强化监管保障食品安全

香峪村运用积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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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让人人赞 文明天天见

垃圾分类检查排名情况通报
表1：门城地区7月份综合得分及排名情况统计表

表2：农村地区7月份综合得分及排名情况统计表

（一）检查范围。。7月份，区垃圾分类指挥

部专业检查队伍对全区13个镇街，103个小

区、23个村实施检查，共分为门城地区组（东

辛房街道、潭柘寺镇、军庄镇、城子街道、永定

镇、大峪街道、龙泉镇）及农村地区组（大台街

道、斋堂镇、妙峰山镇、清水镇、王平镇、雁翅

镇）。检查考核指标为：家庭厨余垃圾分出

率、生活垃圾减量率、分类体系建设管理达标

率、居民自主投放准确四项指标，分别占比

30%、10%、30%和30%。

（二）检查问题。。7月共现场检查1059处

点位，发现各类问题共计596处，问题发生率

56.28%，主要问题为居民分类投放不准确、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环境脏乱、

小区公示牌、桶站及暂存点公示牌设置不规

范、垃圾清运及时性及满冒不达标、设施脏

污、破损等。

（三）考核排名情况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序

号
属地

综合

得分
月排名

家庭垃圾

分出率

其他垃圾

减量率

设施达标

总得分

居民自主

投放

1 东辛房街道 27.05

2 27.06

3 22.89

4 23.48

5 20.18

6 19.5

7 23.74

88.12 1 30 5.27 27.8

潭柘寺镇 81.33 2 30 2.47 22.8

军庄镇 81.09 3 30 6.7 21.5

城子街道 79.24 4 26.68 5.18 25.9

永定镇 76.64 5 30 6.26 22.2

大峪街道 63.67 6 10.1 10 25.07

龙泉镇 61.4 7 10 5.88 22.28

序

号
属地

综合

得分
月排名

家庭垃圾

分出率

其他垃圾

减量率

设施达标

总得分

居民自主

投放

1 29.9

2 29.95

3 29.85

4 30

5 29.95

6 29.9

大台街道 84 1 20 10 25.1

斋堂镇 82.31 2 20 5.46 26.9

妙峰山镇 81.41 3 20 5.06 26.5

清水镇 79.25 4 20 5.05 24.2

王平镇 79.16 5 20 5.71 24.5

雁翅镇 77.64 6 20 5.2 2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