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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18℃~29℃ 多云转小雨
明日 16℃~26℃ 小雨转阴

果木微缩成盆景 园外园里话幸福
本报记者 申冰堂 通讯员 张桂月
作为 2019 年世园会园外园
之一，
八达岭镇里炮村苹果园紧
抓机遇，在原有果树、花卉产业
基础上，
将园艺理念最大程度地
融入产业发展，
培育出多个品种
的果艺盆景，
并建成了八达岭镇
低收入农户产业帮扶基地，
解决
低收入农户就业增收，将“办大
事、促发展、惠民生”
的理念进一
步落到实处。
5 月 9 日，记者在里炮村果
树盆艺专业合作社门口看到，
四

五名工人正合力摆放 4 株石榴
盆景，
煞是显眼，
一打听得知，
每
株石榴都有 100 多年的树龄，是
专门为世园会栽植的果艺盆
景。里炮村党支部副书记张杰
说：
“这不算什么，走，我带你到
智能温室里去看看。”在园内的
智能温室里，100 盆石榴盆景摆
放成行，
老干新枝，
含苞待放，
让
人眼睛一亮，
记者顿时感觉阵阵
的“园艺味道”扑面而来。然而
这还不是里炮村果艺盆景的全

花开新时代 冲刺奔世园

部，
里炮村党支部书记张良安排
好工人搬运苗木后，
兴致勃勃地
向记者讲起了里炮村的园艺
故事。
延庆筹办 2019 北京世园会
以来，
里炮村就紧紧围绕推动园
艺产业发展，通过改造老旧果
园，引进低矮密植新品种果树，
并将果艺盆景作为重点项目来
培育，
成立了里炮村果树盆艺专
业合作社。为能一年四季给果
木园艺提供科普、交流、销售场
地，2018 年年初，
里炮村建成了
智能温室，实现了劳作的智能
化，只要工人按照相关要求操
作，可以实现盆景劳作的自动
化，也打破了室外温度、湿度等

以扶贫协作为契机 推动两地共同发展
本报讯（记者 夏超）5 月 14
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志明、市政
协主席云淮带队来到延庆，围
绕对口帮扶和深化两地合作等
内 容 进 行 考 察 ，并 同 李 志 军、
穆 鹏、胡 耀 刚、陈 合 安 等 区 领
导座谈。
乌兰察布市领导一行先后
来到井庄镇柳沟村、三司村和
延庆规划展览馆、世园会园区
施工现场，实地了解民俗旅游、
高端民宿、延庆历史沿革、冬奥
会世园会筹办举办等工作推进
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
上，乌兰察布市领导听取了我
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疏解非
首都功能，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等相关工作情况以及人大、
政协相关工作介绍。
乌兰察布市是北京市对口
帮扶地区，2016 年，按照国家东
西部协作战略和京蒙合作安
排，延庆区与乌兰察布市兴和
县正式建立对口帮扶合作关
系，并签订了《携手奔小康行动
协议书》，进一步深化了帮扶合
作内涵。多年来，两地在交流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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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中实现了共同发展，各项
工作结出丰硕成果。2018 年是
东西部协作和脱贫攻坚最为关
键的一年，延庆将按照“把握导
向，加大宣传，持续用力，提升
合作，精准扶贫”工作思路，深
化产业发展合作，细化旅游协
作开发，强化农畜产品营销合
作，扎实做好教育医疗帮扶，协
助解决贫困村人畜饮水安全问
题，紧紧抓住筹办冬奥世园的
重 大 机 遇 ，振 奋 精 神 ，攻 坚 克
难，努力开创两地友好合作新
局面。
区委书记李志军对乌兰察
布市领导来延考察表示欢迎。
他说，延庆区对口帮扶兴和县，
是中央、市委市政府交给延庆
的重要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当前，延庆正处于借
助冬奥会世园会加快发展的关
键时期，乌兰察布市也迎来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节点，希
望双方能进一步加强协同，借
助赛会筹办的重要契机，在文
化、产业等方面深化合作，建立
长效化、经常化的制度和信息
沟通机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使命感，扎扎实实做好脱
贫攻坚工作，实现脱真贫、真脱
贫，以扶贫协作为契机，推动两
地共同发展。
徐志明对延庆多年来关心
支持乌兰察布市及兴和县经济
社会发展、与兴和县开展结对
帮扶表示感谢。他说，当前，乌
兰察布市正在全力做好脱贫攻
坚工作，希望延庆区能一如既
往加大对兴和县的帮扶力度，
共同推动两地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
云淮表示，当前，两地正处
于高速发展期，希望双方能在
文化、旅游、疏解和承接非首都
功能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充分借助延庆区在人才、资源
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和冬奥会世
园会带来的发展契机，推动两
地产业共同发展，为乌兰察布
市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
基础。
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白顥、蔚世林，市政协副主
席苍导元、闫煜东和区领导张
远、武克、谷艳兰、程大庆参加
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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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
5 月 14 日，区委副书记、区
长 穆 鹏 带 队 ，以“ 四 不 两
直”的方式深入我区部分
区域，实地检查创卫工作
落实情况。
穆鹏一行先后来到延
庆镇西屯村南侧、绿韵广场
和恒生市场，
实地察看创卫
工作落实情况，
对垃圾乱堆
乱放、水面漂浮物、店外经
营、基础设施损坏、垃圾清
运不及时等问题进行现场
调度，
并要求限期整改。
穆鹏强调，创建国家
卫生区直接关系到区域人
居环境改善、城市品味提
升和经济社会发展提速，
各项创建任务时间紧、任
务重、标准高，各级、各部
门 要 牢 固 树 立“ 四 个 意
识”，把思想认识再统一、
标准再提高、措施再加大，
查漏补缺，久久为功，确保
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还有海棠 1000 盆、葡萄 300 盆、
本地稀有果品槟子 50 盆。
园艺产业的发展，
也为低收
入农户实现稳定、持续
“脱低”
提
供了坚实保障。里炮村果树盆
艺专业合作社建立了帮扶基地，
可吸纳全镇 118 户低收入农户
前来务工。营城子村低收入农
户刘汉忠58岁，
他和爱人石桂娥
都是残疾人，自从今年 4 月到里
炮村务工以来，
家里每月有了约
3000 元的收入。“重活我干不
好，浇水、除草、看护，这活儿都
不累，在家门口就业，和花花草
草打交道，心情很好，镇里给我
安排这个活儿，
让我觉得生活更
（下转第二版）
有奔头儿。
”

要严格落实责任，加强部
门协同，健全完善长效管
理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
良好局面，不断夯实创卫
工作基础，巩固扩大创建
成果。要坚持问题导向，
积极主动作为，对已发现
问题尽快制定解决方案，
抓好整改落实，确保不留
死角。要加大执法检查力
度，重点整治综合市场、流
动夜市、餐饮企业存在的
占道经营、环境脏乱等问
题，提升市场规范化管理
水平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要注重打造细节，不
仅要着力改善城市面貌，
更要做好背街小巷、居民
住宅区的卫生整治，真正
改善区域人居环境。要进
一步加强宣传动员，引导
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创
建工作，在全区营造浓厚
社会氛围，迅速掀起新一
轮创卫热潮。

区领导带队检查创卫工作

乌兰察布市领导来延考察

自然条件的限制，
为培育优良的
果艺盆景、发展园艺产业，提供
了强有力保障。
有句话说，
“ 浓缩的都是精
华”，这句话用在里炮村发展园
艺产业上再恰当不过。合作社
通过引进新品种、使用新技术，
矮化果木，
剪枝回缩，
牵引造型，
将苹果树 20 余立方米的生长空
间压缩至不到 1 立方米，原本的
粗枝大叶变得小巧起来，
可以像
盆栽花卉那样搬来搬去，一株
株、一盆盆，
或花繁叶茂，
或硕果
盈 盈 ，可 爱 萌 动 ，深 受 市 场 欢
迎。目前，
合作社已经培育苹果
树 盆 景 28000 余 盆 ，其 中 富 士
27000 盆、国光 1000 盆。此外，

5月12日，
独山夜月杯·第三届延庆女子半程马拉松在旧县镇鸣枪
开跑，
2019名选手以奔跑的方式助力2019北京世园会。最终，
来自清华
大学的汪学佳以1小时38分44秒的成绩获得冠军。 张顺延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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