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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 谢琪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围绕首都生态
涵养区的功能定位，积极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将生态环境建设
摆在首要位置，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退
出传统采矿业，通过生态修复、百万
亩造林、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迎豹
回家”计划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地区
绿色转型发展，积极践行“两山”理
论，将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10
年间，一幅绿水青山图已在门头沟区
徐徐展开。

一条条干净整洁的街道，一排排
统一规划的二层小楼，花园小景环绕
周边。很难想象，就在十几年前，这
个以采石为主导产业的妙峰山镇水
峪嘴村，白灰满地，黄土漫天，村民住
房低矮破旧。如今，一个以旅游为主

导产业的现代化新农村蝶变而生。
过去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焕发

生机，原本裸露的岩体上慢慢长出了
绿植，村子依托自然风光和古道资源
发展旅游产业。

在村内的一家“门头沟小院”精
品民宿里，村民王新作为小院管家正
在为即将到来的游客整理房间。与
过去环境脏、收入少的生活相比，如
今稳定的收入、优美的环境，让足不
出村就能就业增收的王新开心不已。

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的背后，是修
山、复绿、保水的不懈努力。2004
年，我区启动“修山补山，为山疗伤”
工程，陆续关停煤矿和非煤矿山500
多座，引进20余种生态修复技术，努
力闯出一条绿色转型发展的创新之
路，很多山区镇村成功转型，逐步由

“黑”变“绿”、见“绿”生金，妙峰山镇
炭厂村就是其中之一。

炭厂村党支部书记邢卫兵说：“依
托优质的生态环境，村民入股开发了旅
游景区，办起了民宿。去年，村集体的
年收入达到了500万元，我相信党的二
十大以后，村庄还会迎来更大的发展，
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

生态环境的提升，随之而来的就
是生物多样性的不断丰富。百花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我区深山区
西南部。目前，这里的植被覆盖率超
过95%，动、植物资源丰富，素有华北
天然动植物园之称。

百花山管理处工作人员杨淇说：
“保护区之前是有缆车的，但对生态
有一定的影响，2004年缆车就停用
了。现在，保护区的生态环境越来越
好,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丰富。”

据管理处数据统计，近10年来，
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高等
植物数量从1100种增至1292种，占
北京植物总种数的61.8%，拥有百花
山葡萄、黄檗、野大豆等10种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陆栖野生脊椎动物
从169种增至271种，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新增了乌雕、秃鹫、猎隼、黄胸鹀
等9种。今年，我区又启动了“迎豹
回家”计划，为进一步丰富生物多样
性创造优越环境，也让前来观光的市
民享受到生态红利。

过去的“能源供应地”摇身一变
成为“花园大氧吧”。 2021年，我区
PM2.5 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 32 微
克，这一数值稳定达到了国家二级标
准，空气优良天数288天。永定河生
态补水后，山峡段主河道河面面积较
2018年增长近1倍，地下水位也较
2018年上升了16.02米。

一位市民说：“这里天蓝、水清、
空气清新，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以前
我们都想方设法走出大山，可是现
在，却心心念念地走入大山。”

一组组数据、一句句赞美是我区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直观体现。
如今的门头沟，无山不绿、有水皆清，三
季花香、万壑鸟鸣，绿色已成为我区高
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和十足底气。

本报讯（记者 闫吉）金秋 9 月正是施工
的黄金时间，我区各施工工地抢工期、赶进
度，全力以赴加快施工建设，其中，永定镇南
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治理安置房项目进入
施工收尾阶段。

永定镇南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治理安
置房项目是我区重点民生工程，经过 3 年
多施工，住宅楼已建设完成，外观新颖、颜
色靓丽的楼体，让即将入住的百姓憧憬美
好生活。

该项目位于永和新苑北侧，紧邻西北环
线，总建筑面积 12.4 万平方米，地上面积为
8.4万平方米，地下面积为 4万平方米，包括
9栋22至28层单体住宅及地下车库，容积率
2.7，绿地率 30%，可提供 995套安置房，涵盖
4种户型，其中一居室203套、两居室588套、
三居室204套。

项目工程部经理曲赫说：“目前，9栋住
宅楼已经全面进入精装修收尾阶段，室外作
业雨污排水管道、燃气、电力、自来水以及园
林工程正在交叉施工，预计11月将具备相关
验收条件。”

据了解，小区可提供 1516个车位，能够
保障每户家庭拥有一个车位，同时，专门设
置了电动汽车充电车位及应急车位，满足居
民停车需求。项目还建有物业管理用房、基
层配电室、公共卫生间等 6 个配套设施用
房，项目完工后，将为入住百姓提供更加优
质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陈凯）区档案馆
新馆建设项目是今年区政府重点工
程，目前工程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这
也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的阶段性
胜利，为后续工程顺利施工奠定了坚
实基础。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区档
案馆新馆的主体结构已经完工，整
体外观基本成型，工人们在不同的

楼层里忙碌着，现场一派热火朝天
的施工景象。为了确保工程按期
完工，施工方加强了项目各项管
理，在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
时，注重安全施工，有条不紊推进
项目建设。

工程项目经理王辉珉说：“接下
来，我们将进行屋面施工和条板施工，
现场配备足够的安全管理人员，严格

落实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安全第一。”
据了解，区档案馆新馆位于永

定镇何各庄东街和泰安路相交路口
的东南处，总建筑面积21180平方米，
分为地上5层、地下2层。设有职工办
公用房、档案库、展厅设备机房、车库
等区域，房屋充足，功能齐全。预计，
区档案馆新馆将在2023年10月建设
完毕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闫吉 何依锋）
9月13日下午，区委书记金晖，
区委副书记、区长喻华锋听取
京西古道全线配套设施提升工
程项目和戒台寺牡丹院公共文
化传播基地建设内容设计方案
汇报。

就京西古道项目，金晖指
出，要认真梳理全区所有古道
资源，用好市级专项资金，高标
准做好古道修缮保护工作。要
充分认识到京西古道的文化价
值和辐射带动作用，深度研究、
做好顶层设计，充分体现古道
文化价值的本底。要结合实际
情况准确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优先做好古道的除险、加固和
保护性修缮。邀请专家对重
点路段进行评估，打造核心景
区，吸引游客参观。要加快项
目实施，确保项目品质，吸引
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景区的

运营管理当中，通过市场化运
营盘活古道资源，在持续提升
过程中，逐步将其打造成我区
的大文化IP。

就戒台寺牡丹院项目，金
晖要求，要明确公共文化传播
基地的交流、研学功能，成为对
外交流和营商交往的平台窗
口，进一步完善设计方案，挖掘
牡丹院历史文化，丰富内容，突
出主题，打造特色公共文化空
间，补齐我区公共文化短板。
要增强政府投资效能，通过资
源、项目、平台、活动的有机融
合，将旅游公共服务融入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要提前谋划后
期运营和管理工作，探索更好
满足市民文化需求的新业态、
新模式，推进我区文化和旅游
产业高质量发展。

区领导张翠萍、王涛、曹子
扬、马强参加会议。

为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
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
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及《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有关
规定，市政府决定，2022年9月
17日（全民国防教育日）在本
市部分区域试鸣防空警报。现
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警报试鸣时间
2022年9月17日（星期六）

上午10时00分至10时23分。
二、警报试鸣范围
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
三、警报试鸣形式
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

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
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
间3分钟、间隔7分钟。

预先警报：10时00分至10
时03分，试鸣预先警报，鸣36秒、
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

空袭警报：10 时 10 分至

10时13分，试鸣空袭警报，鸣
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
分钟。

解除警报：10 时 20 分至
10时23分，试鸣解除警报，连
续鸣放，时间3分钟。

防空警报试鸣期间，请广大
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
后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特此通告。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2年9月9日

坚持生态立区 让绿水青山见绿生金

永定镇南区棚改安置房11月具备验收条件

区档案馆新馆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区领导听取我区重点文旅项目
建设内容设计方案汇报

北 京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在本市部分区域试鸣防空警报的通告

本报讯（记者 马燊）冬季清洁取
暖是保护生态环境、强化大气污染治
理、提升百姓幸福指数的重要工作。
记者从潭柘寺镇了解到，今年，潭柘
寺镇将实施5个村的煤改电工程，力
争让百姓在今明两年内实现清洁取
暖，告别“煤时代”。

这天，潭柘寺镇城乡建设办环保
中心负责人杨海波再次来到王坡村

“煤改电”项目现场，看着正在安装变
电设施的工人，杨海波紧紧地皱着眉
头：“‘煤改电’确实能够让村民们从

‘担心煤不够、每天要拉煤’的现状中
解脱出来，我就希望在今年采暖季来

临前，能够让更多的村民们家里安上
清洁取暖设备，过一个安全、舒适的
冬天。”

潭柘寺镇2022年农村地区村庄
冬季清洁取暖项目，经过几轮的调
研、入户、讨论，计划实施改造的5个
村已经全部进入施工阶段，其中草甸
水村进度最快。

草甸水村村民马连华介绍：“我们
家门口就是一条大上坡，每年11月准
备煤的时候，好几吨煤都要雇人往上
背，光运输费就不少花，虽然近年来清
洁型煤有补贴，但开销也挺大的。”

马连华是最早完成空气源热泵
室外改造的村民之一，目前就等着商
户到村里后，挑选室内机品牌了，她
指着家门口淘汰的炉子说：“往年都

是靠这个取暖，说实话，又脏又不安
全。今年就好了，马上就能用上电取
暖了，心里特别有盼头。”

住在马连华家对面的刘肃雅对
清洁取暖设施改造也是满心欢喜，听
说村里进行“煤改电”，刘肃雅一家决
定配合改造对家里老宅进行重新翻
建，屋里直接接入地暖，彻底改善家
里的居住环境。“我们一家本来都搬
到城区住了，冬天取暖太费劲，也不
愿意自己去弄煤，其实很早就盼着

‘煤改电’了，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等改完了，我们都回村里来生活，空
气、景色都好，心情也好。”

“完成‘煤改电’改造任务的村，
住户在取暖季期间，晚8点至第二天
早8点享受每度0.3元的低谷电价，

同时市、区两级财政再各补贴每度
0.1元，就等于用户按每度0.1元使用
低谷电,可以说在用电上十分优惠
了。”杨海波介绍，“我们这次改造采
取了‘政府+供电公司+电采暖设备
厂商’的一站式服务机制，村民只需
积极配合工作，安装完室外设备后，
选择电采暖设备厂商，即可完成整个
安装流程。”

记者了解到，潭柘寺镇2022年
农村地区村庄冬季清洁取暖项目共
涉及王坡、贾沟、草甸水、南辛房、平
原5个村1986户村民，目前，各村工
程正在同步进行当中，预计10月底
前完成402处高低压线杆架设及电
表入户安装工作，力争尽早让村民享
受冬季清洁取暖带来的舒适、安全。

告别“煤时代”潭柘寺镇5村1986户村民今年温暖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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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9月
15日上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进行集中学习，邀请中共中
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
教授、生态文明建设教研室主
任李宏伟，结合《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学习纲要》系统讲解“两
山”理论和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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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陆晓光参加学习。

李宏伟教授从科学体系、
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三个方
面，详细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

金晖强调，一是要深化思
想认识，持续在学深悟透上下
功夫。区四套班子要带头学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
要》《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著
作和重要讲话精神。全区各级
党员干部要把学习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作为必修课，不但要
掌握理论要求，更要学会实践
方法，用以指导实际工作。二
是要找准贯彻落实发力点，在
更高水平上推动绿色转型发展
各项工作。一方面，要坚持把

守好绿水青山作为头等大事，
高水平抓好永定河综合治理、
废弃矿山修复、国家森林城市
创建、污染防治等生态环境保
护和建设任务，特别是要坚持
系统观念，深入实施以“迎豹回
家”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行动计划，不断夯实生态这个
立区之本。另一方面，要聚焦
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
的转化路径，继续在探索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上下功夫，
运用好我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成果，探索符合我区实际的实
践样本和试点经验。三是要强
化责任担当，凝聚推动地区绿
色转型发展的强大合力。全区
要形成高位统筹、上下联动、协
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各镇街、
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向前一步，
主动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中，
履行好各自领域的生态文明建
设职责，合力推动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王建华、庆兆珅、张翠萍、
王涛、曾铁军、曹子扬、杜春涛、
马强、陈军胜、颉换成、朱凯、杜
斌英、贾卫东等区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进行集中学习

永定镇南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治理安置房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