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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 防 控

本报讯 11月3日，国家林草局公
布新一批 26个“国家森林城市”名
单，其中，北京市的石景山、门头沟、
通州、怀柔、密云共五个区被授予该
称号。

为落实好区域功能定位，2018
年，我区启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编
制了《门头沟区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
体规划（2018-2035年）》，按照“生态
立区、文化兴区、科技强区”发展战
略，明确了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抓
手，进一步夯实首都西部生态屏障的
发展目标。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在市园林绿化局的大力支持
下，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践行“两山”理
论，各项规划任务全部完成，创森各

项指标全部达标，首都西部生态屏障
的基础进一步夯实。

夯实绿色生态基底，扩展绿色空间
我区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以来，森

林覆盖率达 48.26%，林木覆盖率
87.6%。绿地面积达 2194.92 公顷，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6.29平方米，人
均绿地面积55.87平方米，居生态涵
养区第一。自2018年以来，实施新
一轮百万亩造林11.3万亩。实施京
津风沙源治理20.9万亩，森林健康经
营林木抚育43.7万亩。实施废弃矿
山修复治理完成14个项目、46个治
理区，共计343.42公顷。新建戒台寺
郊野公园、绿海运动公园等9个城市
公园，公园绿地面积达到近600万平
方米，建成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
径覆盖率从 2017年的 88.09%提高
到了92.85%，居生态涵养区第二。

织密生态保护网，提升生物多样
性保护水平

我区是北京西部重要的生物多

样性中心，全区林地面积12.9万多公
顷，森林面积69876.68公顷，目前已
知各类物种有2000余种，启动"迎豹
回家"计划，推进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保护与恢复行动计划。

以生态富民为目的，提升人民生
态福祉

通过公园建设，扩大群众休憩娱
乐绿色空间；通过新型集体林场建
设、林长制改革以及林下经济融合发
展，有效提升生态林管护水平；探索
多种森林复合经营模式和林下经济+
森林旅游综合体，积极发展林下经济
及相关产业；开展“老北京水果示范
基地”建设项目，带动当地农民就业
增收，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
的高质量转化。

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提升民生
福祉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区通过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的双创

活动开展，生态环境明显提升，成
功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和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

深化改革进取意识，创新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

我区探索系统科学的生态产品
实现机制，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
径，真正把自然生态优势转化。将森
林文化、永定河文化、红色文化、森林
体验、科普教育、康养休闲相结合，打
造沉浸式、互动式绿色文旅产品。

下一步，我区将全面按照以首都
发展为统领的要求，贯彻新发展理
念，继续大力实施《创森规划》中的后
续各项任务，进一步巩固创森成果，
把我区建设成“生态之城、幸福之城、
魅力之城、人文之城、和谐之城”，打
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通道，最终实现绿色发展、生态富民。

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供稿

本报讯（记者马燊）区生
态环境局数据显示，今年前
三季度，我区PM2.5累计浓
度为27微克/每立方米，同比
2021年下降了18.2%。

今年前三季度，门头沟
主要大气污染物中，可吸入
颗粒物、二氧化硫和二氧化

氮，平均浓度分别为50、3和
20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去
年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下 降
12.3%、二氧化硫持平、二氧
化氮下降13%。

更为可喜的是，我区今年
前三季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为218天，在全市排名第一，

同比去年增加了19天，优良
天数占前三季度中的79.9%。

据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
员介绍，今年，我区持续深化

“一微克”行动，加强挥发性有
机物管控，推动氮氧化物减
排，加强扬尘精细化管理，有
力保障了空气质量持续向好。

本报讯（记者杨铮）11月5日
上午，北京市召开疫情防控日
调度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莫高义，区委书记金晖，区
委副书记、区长喻华锋，区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陆晓光在
我区分会场参加会议。

市日调度会结束后，我区
召开疫情防控日会商会。

莫高义要求，要认真落实
市委、市政府部署的疫情防控
要求，进一步压实“四方责
任”，从严从紧从快抓好各项
工作。要深刻认识当前疫情防
控的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
防止任何思想上的松懈和行动
上的迟缓，坚持把外防输入作为
重中之重，查隐患、堵漏洞、补短

板，慎终如始落细落实各项防控
举措。要快速、高质量开展流调
溯源，加强跨区信息横传，第一
时间落实相关涉疫风险人员管
控、转运隔离等工作。

要加强对防控工作的研
究谋划，认真学习借鉴各地防
控经验做法，结合本地实际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要依法、科
学组织好核酸检测工作，明确
核酸检测人群、区域范围和频
次。要落实好公共场所测温、
扫码、核验健康码、通风消毒
等防控措施，加强人流引导，
避免人员聚集。

区领导王建华、张翠萍、
王涛、曾铁军、曹子扬、马强、
陈军胜、朱凯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杨铮）11月
4日上午，以“生态文化驱动 助力京
西发展”为主题的九三京西发展座谈
会在我区召开。

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
常务副主席邵鸿，全国政协副秘书
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生态
环境部总工程师张波，中共北京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游钧，市政协副主
席、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刘忠范，
区委书记金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维刚，区政协主席刘贵明出席会议。

金晖在致辞中说，门头沟区是革
命老区，也是首都生态涵养区，自然
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悠久。近年来，
全区坚定践行“两山”理论，持续提升
生态涵养功能，产业转型成果不断显
现，文旅体验产业活力持续迸发，在
绿色发展之路上取得了诸多成果。
下一步，门头沟区将在党的二十大精
神指引下，深化“8+1”品牌的影响力，
在扩大发展成果上持续发力，在平台

搭建、示范引领、深化合作等方面进
行更多的探索和实践，促进“8+1”行
动由短期合作向可持续发展的体制
机制转变，由单一项目成果向集群化
成果深化。

游钧表示，在学习宣传贯彻中共
二十大精神的关键时期，召开九三京
西发展座谈会，是九三学社市委贯彻
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具体举措，同
时也是深化民主党派“8+1”行动的重
要实践。2013年至今，在中共北京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民主党派的“8+
1”行动已持续运转了9年，落地项目
百余个，是首都多党合作的一块金字
招牌。九三学社市委作为其中的重
要成员，帮助门头沟区建成了百花山
社精品民宿，编制了生物多样性保护
行动计划，推动了科技金融助农，为
绿水青山门头沟高质量发展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希望九三学社市委立
足门头沟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提出
更具前瞻性、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要注重成果转化求实效，及时跟
进座谈会的成果转化，稳步推进项目
落地实施，为门头沟区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赖明指出，乡村振兴既是产业振
兴，也是文化、人才、生态和组织振
兴，门头沟区要大力发挥京西地理资
源优势，因地制宜打造红色文化、传
统民俗、生态涵养、绿色农业等产业
链条，以点带面形成规模化发展网
络。要结合旅游、美食、住宿、娱乐等
板块，在产业增值的前端和后端上进
行科学谋划。九三学社中央和北京
市委将全面助力门头沟区发展，提高
供需对接的精准度，以为群众办实事
为落脚点，紧紧抓住“8+1”行动主线，
立足首都发展，形成对全国具有借鉴
意义的多党合作实践样板。

邵鸿最后强调，这次座谈会非常
有意义，门头沟区是京西地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北京市唯一的纯山区，
也是革命老区和生态涵养区，拥有非

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共北京
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深化京
西地区转型发展，统筹产业升级和人
口资源环境，建设首都西大门的要
求，这对整个京西地区的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相信九三学社北京
市委一定能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为谱写新时代
首都发展的崭新篇章贡献九三力量。
门头沟区也一定能够在生态立区、文
化兴区、科技强区建设方面结出丰硕
的成果，实现绿水青山高质量发展。

在随后的圆桌论坛环节，来自各
行各业的九三学社代表们，聚焦乡村
振兴、非遗传承、历史文化建设、生
态资源保护等方面进行深度研讨，
积极为京西遗产地保护、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实现文化兴区、加快自然
保护地建设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建
言献策。

区领导王涛、马强、颉换成参加
座谈。

全市排名第一！
前三季度门头沟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18天

生态文化驱动 助力京西发展

九三京西发展座谈会在我区召开

门头沟再添国家级名片！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我区召开疫情防控日会商会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
11月7日晚，我区召开疫情防
控工作会。区委书记金晖，区
委副书记、区长喻华锋，区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陆晓光出
席会议，喻华锋主持会议。

会上，陆晓光传达近期市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精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王建华部署社区（村）疫情防
控工作；副区长陈军胜汇报全
区疫情防控整体情况；区8小
时应急处置指挥部汇报涉疫
风险人员应急处置情况；区各
疫情防控专项工作组汇报相
关情况。

金晖指出，全区各部门
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
动摇，持续压紧压实“四方责
任”，争分夺秒阻断疫情传
播。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形
势，精准执行防控政策，坚持
问题导向，认真分析疫情传
播规律，抓实抓细各项防控
工作。要把握好疫情防控

“科学精准”的核心要义，严
格落实第九版新冠肺炎防控
方案的要求，防止疫情防控
措施简单化、“一刀切”和“层

层加码”等问题出现。要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各监督组
要精准查找防疫工作中不细
不严不实的问题。二是要全
力抓好涉疫风险人员和点位
的应急处置，捞干筛净风险
隐患。要提高应急处置的反
应速度，做到“一把手”亲自
抓，接单即办、管控迅速。要
关心关爱隔离人员，强化医
护人员安全防护和操作规范
培训，做好防寒保暖、轮班值
守等工作。要把握当前工作
重点，持续织密织牢社会面防
控网，重点关注养老院、学校、
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建
立健全“快修保食洁”人员信
息数据库，城乡接合部地区要
采取实名制管理，完善动态工
作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三是要坚持底线思维，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应急准备工作，以
毫不松懈的态度严格落实各
项防疫举措。要尽快补齐短
板，强化物资储备，全面提高
疫情防控能力建设。

区领导庆兆珅、张翠萍、
王涛、曾铁军、曹子扬、李伟、
朱峰、朱凯、杜斌英参加会议。

全区疫情防控工作会召开

一河永定 生态补水滋养百里山河
本报讯（记者 马燊）近年来，随

着永定河综合治理和生态补水工程
的实施，水波滚滚的永定河，宛如一
条巨龙，在门头沟的百里大山中穿
行，让门头沟“绿”字招牌更加明亮，
生态之名更加响亮。党的二十大胜
利闭幕后，我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持续做好永定河生
态治理，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河
湖环境。

“永定河又有水了！”这是永定
河沿岸每一名百姓的心声。当前正
值永定河秋季生态补水期，记者在
永定河龙泉湾段见到正在沿岸巡查

的巡河员周晓军，他
对永定河的感情已经
深深根植在了心里。

“现在永定河里
有 鸭 子 、鸳 鸯 、大 鹈
鹕，还看见到过几回丹顶鹤，鱼的种
类也不少，主要是水环境好了。”周
晓军说道。

持续优化的水域生态环境，得
益于永定河生态补水工作的开展。
2019 年 3 月，2 亿立方米黄河水入
京，我区 102 公里的永定河河道实
现了近 40年来的首次全线通水，山
峡段首次实现不断流。此后连续 3
年，源源不断的水流注入河道，滋养

干涸的河底、回补地下水源、重塑地
区生态链。

据统计，2018年至2021年间，永
定河补水总量达 7.73 亿立方米，山
峡段主河道水面面积从 4.54平方公
里增长至 7.99 平方公里，三家店段
断面水质由之前的Ⅲ类提升至Ⅱ类
水平。如今的永定河，焕发出勃勃
生机，不仅展现出门头沟的秀美之
姿，也对我区生态质量提升、推进生
物多样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近年来，通过矿山修
复、京津风沙源治理、永定河综合
治理等多项生态修复重大工程的
实施，我区植被覆盖率从 26.24% 上
升到 54.60%。永定河水域野生动
植 物 也 逐 渐 多 了 起 来 ，天 鹅 、黒
鹳、苍鹭等数十种鸟类出现在永
定河门头沟段各流域，让门头沟
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
美好家园。

今年，永定河已启动春秋两次

生态补水。其中，春
季 补 水 2.82 亿 立 方
米、秋季补水 1.4 亿立
方米。一条“流动的
河、绿色的河、清洁的

河、安全的河”正成为“绿水青山门
头沟”的亮丽名片。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永定河流
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的具体举
措，借势永定河生态补水和水资源
的优化配置调度，进行水要素的互
联互通，补链强网，推动门城六水联
通工程建设，同时，进一步探索山区
水网联通工程，引长江水黄河水共
济入川，强化深山区供水保障率，促

进新城地区水环境质量的优化升
级，继而打造现代化滨水山城，形成

‘一山环绕，一水映城’特色城市景
观，助力发展‘水岸经济’。”区水务
局局长周杨说道。

随着永定河的复苏，我区将依
托河道特点，打造特色主题景区、水
域景观和河流湿地，构建集观光、科
普、生态保育等多种功能的河流生
命景观体系，让永定河生态环境得
到持续改善。

未来，永定河将成为游人依水
而行、百鸟栖水生息、沿岸风光秀美
的休闲场所，同时，母亲河甘甜的乳
汁，也将继续滋养京西的百里大山。

照片选自《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