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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道德模范 做文明市民

我区举办
道德模范宣讲报告会

勿忘国耻
我区举办铭记“九一八”诗歌朗诵会

石门营新区四区社区
开展改革开放史宣传教育活动

新华社北京 9月 16日电（记者

魏玉坤 邹多为）国家统计局 16日发

布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延续

恢复发展态势，生产需求稳中有

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多数指标

好于上月。

统计数据显示，工业生产回升，

服务业持续恢复。8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比上

月 加 快 0.4 个 百 分 点 ；环 比 增 长

0.32%。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

长1.8%，比上月加快1.2个百分点。

市场销售恢复加快，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累计增速由负转正。8月

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6258 亿

元，同比增长 5.4%，比上月加快 2.7

个百分点。1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5%，1至7月份

为下降0.2%。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1至8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5.8%，比1至7月份加快0.1

个百分点；8月份环比增长0.36%。

货物进出口持续增长，一般贸

易占比提升。8 月份，货物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 8.6%。1 至 8 月份，

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

重为 64.3%，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

百分点。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

格基本平稳。1至8月份，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898万人。8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 5.3%，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8月份，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5%，涨幅比

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8月份国民经济顶

住多种超预期因素影响，延续恢复

发展态势，主要指标出现积极变化。

但也要看到，国际环境仍然复杂严

峻，国内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牢固。”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16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狠抓一

揽子稳经济政策措施和接续政策落

地见效，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着力稳

就业稳物价，巩固经济恢复基础，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本报讯（记者 李怡锦）9月 17日，王平镇古

道创意大集暨 2022 年王平镇第三届农民丰收

节在韭园村开幕。市集结合王平镇本土特色民

俗文化，通过文创体验、亲子交流等丰富的活

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秋收的乐趣，感受乡村生

活的浓浓烟火气。

简朴而不失艺术感的氛围布置、热闹非凡

的木制摊位、琳琅满目的特色瓜果蔬菜、小巧精

美的文创产品……在王平镇古道创意大集开幕

当天，来自周边农户和区域商户的 80余个摊位

汇集于此，游客们可以在现场感受农事劳作，制

作传统美食，一站式体验门头沟全域范围内的

特色文旅产品。

据了解，本届古道创意大集面向全区农

副产品加工企业及种植农户进行招商，入驻

大集可享受本年度摊位租金全免的扶持政

策，助力推进区域农产品市场发展，拓宽产品

销路，带动农户增收。同时，本次市集也为王

平镇文创类产品与消费者的交流互动提供平

台，促进区域文化传播。

王平镇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褚丽

洁说：“我们依托京西古道、马致远故居、韭园

酱菜等知名的品牌，创新打造新的区域消费场

景。今后，将根据不同节气、时令，组织不同体

验的活动，为前来游览的市民创造一个新型休

闲场所。”

今后，每个周末王平镇都将举办创意大

集，并逐步提升市集的经营内容，在现有互动体

验、休闲观光功能的基础上，引入林下剧场、帐

篷营地、亲子自然课等精品休闲服务业态，满足

游客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将古道创意大集打造

成为农贸交流的网红打卡地，推动区域旅游产

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爽）当前正值京

白梨采摘销售的最佳时节，中国邮政

门头沟分公司与军庄镇东山村签订

合作协议，利用邮政电子商务平台，

拓宽京白梨销售渠道，并通过直播带

货、线下展示、团购接龙等方式助力

传统果品销往市区，促进村民增收，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记者在东山村京白梨贮藏冷库

内看到，几名村民正在对即将分发配

送的京白梨进行分拣、装箱，一旁便是

高高摞起的已经完成包装的京白梨。

这些总重量达5000斤的二级果

和五级果，是中国邮政门头沟分公司

自签订合作协议以来销售出的第三

批京白梨。

据了解，往年东山村主要通过现

场零售的方式销售京白梨，客源及销

售量也因此受限。今年，通过村企合

作，东山村依托中国邮政的资源和物

流优势，通过京邮商城网站、“北京邮

政菜单”微信小程序以及“邮乐网

——邮乐小店”App等电商平台线上

销售京白梨，渠道的拓展带动了销

量，村民收入也有了保障，同时助力

了传统果品品牌价值的提升。

截至目前，东山村已通过邮政电

商平台销售京白梨1500余箱，占到

总销量的近三分之一。

“中国邮政门头沟分公司还将加

快邮政快递物流的体系建设，争取

为农产品进城打造全方位的服务和

保障，加快服务升级，为门头沟区乡

村振兴工作贡献一份力量。”中国邮

政门头沟分公司副总经理仉海朋表

示。

本报讯（记者 屈媛）门头沟区李

菲家庭荣获2018-2020年度“首都文

明家庭”称号。

李菲，现为区公安分局三家店派

出所综合指挥室副主任。工作中的

她，热情真诚，是辖区居民交口称赞

的“好警花”。她的丈夫王磊，也是一

名人民警察，在李菲为人民服务的时

候，王磊同样坚守在他的岗位上，保

卫着辖区的一方平安。

在很多人眼里，警察是令人羡慕

的职业，而双警家庭作为其中一个特

殊的群体，工作和生活中的酸甜苦

辣，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李菲是

区公安分局三家店派出所的“内当

家”，负责全所民警、警辅人员的后勤

保障工作，同时又身兼户籍工作。她

是个有责任心和爱心的人，每一个到

窗口办事的群众，只要有困难，她都

会尽自己所能地帮助他们，严格规范

执行户籍政策、落实减证便民，始终

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微笑服务，热

情地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努力为群

众排忧解难，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全年信访零投诉。

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她在耐

心细致完成好户政业务、信息报送等

本职岗位工作的基础上，主动请缨参

加派出所巡逻防控、社区值守，积极

协助社区民警到卫生服务站开展工

作对接，向辖区居民、村民进行安全

防护防范宣传。

李菲的丈夫王磊为区公安分局

东辛房派出所打击办案队副队长，更

是个工作狂，案子没破，他会整夜不

睡觉，查找线索。有时睡到半夜，突

然想起突破口，会马上赶去单位加

班。出差抓捕经常半个月也回不了

家，通宵蹲点、审讯、办案更是家常便

饭。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开始后，他更

是常驻单位，接连破获砸车、反宣等

几个大案，工作之余只能通过视频连

线跟父母、妻子报平安，通过小小的

屏幕看看忙碌的彼此，互相打气、互

相温暖。他常说：“我们既是夫妻，也

是战友，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理解和

默契，也肩负着双倍的责任与担当，

关键时刻就是要勠力同心、携手并

进。”爱不仅仅是“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爱还包含了夜以继日地坚守、聚

少离多的酸楚和舍小家为大家的奉

献。在基层一线还有很多他们这样

的“夫妻档”，作为双警家庭，在工作

中，他们是人民警察，尽忠职守，默默

奉献；在生活中，他们是普通夫妻，柴

米油盐过着平凡却不简单的日子。

他们常常因为这样的身份，失去团

聚、朝夕相伴的机会，然而正是因为

无数个这样小家的无私奉献，才守护

住了大家的和谐与安宁。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9月18日，我区首届铭记“九一八”

诗歌朗诵会在斋堂镇马栏村举办。

活动在诗朗诵《“九一八”祭英雄》中拉开帷幕，《仰望》《我

的马栏村》《英雄的斋堂川》等优秀诗歌作品陆续登场，声声入

耳，句句入心，观众们触景生情，心潮澎湃，仿佛回到了战火纷

飞的岁月。

活动不仅为广大村民呈现了一场红色文化盛宴，更彰显

了马栏村的红色文化底蕴，让大家在品味红色经典的同时，

汇聚起牢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开创美好未来的磅礴

力量。

斋堂镇党委书记晋卫华说：“斋堂镇将深入挖掘地区红

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为斋堂古村落文旅

休闲名镇建设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鲁琪）9月 16日，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邀

请区委党校老师宋雪以“四史”学习教育之改革开放史为主题，

走进东辛房街道石门营新区四区社区进行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宋雪老师从改革开放的业绩与成就、改革开放的

未来思考、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分析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研究

和阐释。

本次活动共有党员群众 20余人参加，他们纷纷表示，在此

次活动中受益匪浅，要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更好地投入到

社区建设中来。

本报讯（记者 屈媛）为大力营造“学道德模范 做文明市

民”的浓厚氛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道

德模范等先进典型的学习宣传活动，9月 16日上午，区委宣

传部（区文明办）在永定镇嘉园社区举办2022年度“门头沟

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40余名社区居民参加了此

次活动。

宣讲会上，首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尚显兰、区级敬业奉

献道德模范谢耀宗、助人为乐道德模范王永萍和张文明，以

饱满的热情、质朴的语言，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自身的感人故

事和先进事迹，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崇德向善、明礼守

信的美好品德，宣讲深深地打动了现场观众，会场时不时响

起热烈的掌声。

此次宣讲会，激发了市民群众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热

情，弘扬知荣辱、讲文明、树新风、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

号召大家做文明风尚的践行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让文

明新风润泽美好生活，用榜样的力量为精神文明创建增光

添彩。

本报讯（记者 李怡锦）近段时间，不少路过双峪大街的市

民发现，晨光饭店西侧的沿街店铺已经焕然一新。曾经外观简

陋、广告牌匾杂乱、类型较为单一的商户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

的是一排明亮大气，装修风格现代化的连锁品牌店铺，涵盖了

便利店、早餐店、药店等多种业态，能够更好满足周边居民的便

民服务和消费需求。

作为我区重要的交通道路，双峪路口每天人来人往，热闹

非凡。沿街店铺升级改造以后，多样化的餐饮企业也迎合了市

民早出晚归的饮食消费需求，为这条街增添了许多烟火气。

一位刚刚买完商品的市民说：“这条街以前看着比较乱，规

划以后整齐多了，而且还增添了很多店铺，满足了消费者不同

的购物需求。”

近年来，区商务局将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疏解整治行动

同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相结合，通过引进多个连锁品牌，改

造提升双峪大街便民商业街，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为居民幸

福感加码。

据了解，自我区开展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疏解整治行动

以来，区商务局联合晨光饭店党支部，去年对这条有30余年历

史的商业街道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满足周边居民消费升级的新

需求。

截至目前，我区已新建和提升连锁便民服务网点302个。

区商务局将持续聚焦居民呼声，持续扩大提升便民商业网点覆

盖率，更高标准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居民提供更加周到和精

细的服务。

便民商业街提档升级
为居民幸福感加码

国 民 经 济 持 续 恢 复
主 要 指 标 总 体 改 善

销售 1500余箱京白梨 中国邮政助果农增收

瓜果飘香庆丰收

王平镇古道创意大集开幕

8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44..2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258亿元

同比增长 55..44%%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 55..88%%
货物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 88..66%%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上涨 22..55%%

1.北京意高科技有限公司

（1）车间工人：2名，不限学历，月薪

3000-5000元

工作地点：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13671000472 13661352990

丁经理 杨经理

2.北京中粮龙泉山庄有限公司

（1）会议服务员：2名，中专及以上学

历，月薪3500-4000元

（2）前台接待员：2名，中专及以上学

历，月薪3500-4000元

（3）餐饮服务员：3名，中专及以上学

历，月薪3500-4000元

（4）客房服务员：3名，不限学历，月薪

3500-4000元

（5）洗碗工：2 名，不限学历，月薪

3500-4000元

（6）讲解员：2名，大专及以上学历，月

薪3500-4000元 工作地点：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61886809 艾女士

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