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香水园街道石河营西社区组织干部
职工、在职党员、文明劝导队队员、社区志愿
者、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近80人开展“巩固创建
成果 喜迎世园盛会”周末大扫除活动。大家
通过擦拭宣传栏和展板、捡拾绿地垃圾、清理
楼道堆积物、苫盖建筑垃圾等积极营造喜迎世
园的浓厚氛围。

张亚文摄影报道

扫净家门垃圾
喜迎世园盛会

要闻短讯

近日，我区召开市级选派第四批第一书
记来延工作对接会，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选派单位、有关乡镇及市级选派第一书
记共60余人参加会议。区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刘学亮出席。

（郤立鹏）
日前，市城市管理委副主任韩利带队来

到我区，对世园会周边及延康路沿线环境整
治提升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副区长吴世江
陪同检查。

（郤立鹏）
近日，我区召开“四场活动”空气质量保

障及森林防火工作部署会。会议传达了《关
于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
责规定的通知》，部署“四场活动”空气质量
保障及空气重污染应急综合演练工作，通报
我区近期天气情况及森林火险等级，并部署
我区森林防火工作。副区长刘瑞成出席
会议。

（丁宁）
日前，副区长吴世江带领区应急管理

局、住建委、延庆消防支队、延庆供电公司相
关人员来到世园会园区进行安全检查。

（付昂）
近日，世园会参展企业对接座谈会在中

关村现代园艺产业创新中心召开。区政协
副主席刘明利出席。

（王萌）

花开新时代 冲刺奔世园

世园会临时停车场建设完成
提供停车位2万余个 会时可线上缴费

本报讯（记者 王宇琦 通讯员 张永生）
日前，记者从区交通局了解到，世园会 11个临
时停车场已经建成并完成内部设施安装调试，
具备使用条件，将为世园会提供 2万余个停车
位，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环境。

据了解，根据世园会配套设施的规划设
计，世园会停车场均按照临时停车场进行设
置，待闭园后按规划用地性质恢复。世园会期
间，所有临时停车场将承担公交、旅游大巴、游
客自驾、分时租赁、出租汽车和工作人员车辆
的停放，共计占地 106.04公顷（包含 10个新建
停车场99.34公顷和1个现有世葡园停车场6.7

公顷），目前可提供停车位 20188个（大型车车
位2281个、小型车车位17907个）。

今年 3月初，世园会临时停车场运营团队
进驻场地，进行运营设施设备安装、附属设施
设备调试等工作，包括监控广播安装、内部交
通标识标牌安装、太阳能路灯安装、闸机基础
施工等，各项运力保障工作按计划有条不紊地
推进。目前，运营调试如期完成，并具备使用
条件。

世园会期间，临时停车场收费标准采取差
别化收费，近端停车场小型车10元/次，大型车
20元/次，远端停车场小型车 5元/次，大型车

10元/次，公交车免费停放。“所有停
车场均实行进场时快速抬竿放行，
出场时缴费的运行模式。”区交通局
副局长李民伟说，“为减少出场时排
队等候时间，我们还在近端停车场

进出口安装了车牌识别系统，辅助以微信和支
付宝等线上支付停车费的功能，可以为车主提
供提前缴费后不停车的通行体验，缓解高峰拥
堵现象。”同时，在P7、P8B、P9远端停车场采用
PDA收费方式，PDA采用 4G网络与云端系统
对接，支持离线收费，既可在停车场断电断网
情况下保证正常收费，也可担任应急出口收
费，以缓解拥堵，保证停车场正常运营。同时，
应急出口也通过 PDA进行收费，收费标准与
世园会临时停车场差别化收费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为打造绿色出行环境，S2
线火车站和世园会P4、P5停车场还专门设置了
自行车停放区域。延庆区公共自行车二期建设
项目也在世园会周边规划设计了 4个点位共
115套公共自行车设备，运营企业将制定会期
公共自行车调度方案，做好停车秩序管理。

此外，世园会临时停车场还以举办世园会

为契机，引入分时租赁新业态，提供线上短期
车辆租赁服务，方便游客出行。世园会期间，
拟在交通枢纽、世园会外围、商业区域和主要
旅游景点等13个网点配置专用车位140个，投
放车辆 120辆，彰显共享经济理念。其中，世
园会网点布置在临近园区主入口 1号门的P4
停车场内，并留有带快速充电桩的专用停车位
20个。同时，P4停车场还设置了出租车落客
区和停车区，方便出租车接驳游客，提高出租
乘车便捷度，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

“我们会根据北京市统一安排，制定我区
地上停车专项规划，加强管理，在公共停车设
施数量短期内不能满足居民停车需求的情况
下，充分利用路内资源解决问题。同时，加强
世园会临时停车场的停车管理科技含量和执
法力量，确保会时城区内交通秩序平稳有序。”
李民伟说道。

妫川大地迎世园 民宿管家展风采
——延庆区民宿管家风采大赛侧记

本报记者 刘嘉豪 通讯员 林凡

声情并茂的演讲、精彩绝伦的比赛、中肯
到位的点评……4月 3日上午，2019年延庆区
旅游行业技能大赛分赛——延庆区民宿管家
风采大赛在北方民宿学院举办，来自我区各个
民宿的 30多位民宿管家激情饱满，逐一亮相，
一个个接地气、有温度的演讲朴实而生动，不
仅赢得现场观众和评委热烈的掌声，更展现了
我区民宿管家的风采。

据了解，为做好服务保障世园会接待工
作，我区打造了具有地方本土特色和世园园艺
特色的乡村住宿品牌——“世园人家”，目前已
有 124户“世园人家”通过评定验收，预计世园
会举办前，我区“世园人家”的数量将达到
200户。

“世园会马上就要召开了，作为延庆特色

品牌‘世园人家’的一员，我们从世园园艺元
素、文化氛围和旅游配套设施等方面对小院进
行了整体提升。我们要让我们的服务展示延
庆旅游形象，全力做好世园会期间旅游服务保
障工作。”来自珍珠泉乡原乡里水泉的管家大
姐王玉英神采飞扬、充满激情地讲述着对于世
园会的憧憬和期盼，服务保障世园会的信心，
也在她的言语间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演讲以外，此次比赛还别出心裁地通
过床品整理进行服务技能比赛。开赛前，民
宿管家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随着裁判
的一声令下，铺平、压实、翻折、包角、装被罩、
套枕头……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娴熟而敏
捷。经过紧张有序地操作，床铺在短短几分
钟之内变得平整规范，民宿管家之间的技能

切磋在争分夺秒的竞技中，碰撞出
精彩的火花，职业素质也得到了生
动体现。

“本次活动作为我们‘大培训、

大练兵、大比武’的一部分，旨在以赛代练，为
全区民宿从业人员搭建一个展示特色服务、
促进学习提升的平台，希望参赛者能更好地
赛出风采，彼此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未
来，让我们的从业人员能以良好的主人翁姿
态迎接盛会的到来。”区民宿联盟盟主曹一勇
说道。

此外，大赛还吸引了北方民宿联盟的数十
家成员参加。据了解，北方民宿联盟是由延庆
民宿联盟和客栈联盟倡议，京津冀蒙 44家民
宿协会、企业共同成立的民宿组织，通过借助
冬奥会世园会的发展契机，开展市场共享、资
本对接，共同推进北方民宿行业发展。

延庆民宿产业的蓬勃发展，让来自房山
区乡居庄园的民宿经营者赵丹丹颇有感
触：“这次大赛展示出了延庆民宿产业的高标
准管理和特色化服务，可以看出延庆的民宿
产业在行业规范化管理方面的决心和行动
力。目前，北方大多数地区民宿产业还在起

步阶段，但延庆民宿已经开始注重高质量发
展，在北方乡村旅游高端接待中首屈一指，这
是值得我们努力学习的。”

大赛展示出了我区精品民宿管家高水平
的专业素质、良好的服务技能和灵活的应变能
力。经过主题演讲、情景模拟、床品整理、才艺
展示等多个环节的激烈比拼后，评委们就如何
更好地借助民宿管家这个身份、服务游客旅游
居住需求、使“世园人家”未来发展更加全面等
问题进行讲解，并对比赛作出中肯评价。最
终，来自刘斌堡乡山楂小院的周正萍、张山营
镇大隐于世的刘向涛等 10位民宿管家得到了
专家评委的一致好评，获得“延庆十佳民宿管
家”荣誉称号。

赛后，民宿管家们纷纷表示，本次大赛令
她们受益匪浅，在今后的民宿服务中将继续把
所学所得应用于实际，提升自我水平，特别是
努力做好世园会服务接待，为服务保障世园会
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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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没有政府的好政策，我们家
早就撑不下去了。多亏了个案帮扶，
我闺女的病情才得到了有效控制，心
态也积极了，笑容也多了，下一步治
疗的钱也有着落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的！”在谈及张山营镇小河屯村村民
贺男（化名）接受低保个案帮扶后的
变化，她的父亲一度哽咽。

贺男是低保救助对象，也是我区
民政局个案帮扶的对象和受益者。
日前，区民政局将通过社会筹款筹集
到的后期治疗费送到贺男家中，为她
进一步的治疗提供了保障。

据了解，我区自2018年8月启动
精准救助困难群众的个案帮扶项目，
共投入资金 46.22万元，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形式，对困难群众进行精准
救助。目前，全区157户低保、特困家
庭均可根据困难情况和实际需求，申
请获得专业社工机构提供的技能培
训、身体康复、心理情绪疏导、资源链
接、关系调适、子女课业辅导等服务，
有效改善生活状况，缓解生活压力。

贺男是我区个案帮扶的第一批
困难群众之一。9年前，贺男被查出
患有 I型糖尿病，她的丈夫便离开了
她。贺男的母亲患有视力二级残疾，
一家的收入仅靠父亲打零工和贺男
每月 1485元低保救助金。接连的打
击让贺男对生活绝望，有过轻生的
念头。

2018年 8月，区民政局将贺男纳
入个案帮扶范围，聘请专业社工机构
对她进行心理疏导、联系专业医院治
疗。半年多的时间，贺男重新燃起对
生活的希望，积极配合治疗。“真正压

垮一家人的是常年疾病带来的心理
阴影，这种个性化问题单单靠救助政
策是解决不了的，需要有人来消除她
的心理阴影。我们来了之后，帮助她
做了一系列的心理情绪疏导工作，小
女孩渐渐地对生活重燃希望，这对日
后的治疗也有极大地帮助。”帮扶社
工赵鑫说道。不仅是积极开展心理
疏导，社工机构还帮助贺男募集后续
的治疗费用。“这次我们送来的帮扶
款就是专业社工机构链接了社会资
源，利用水滴筹平台为她筹集的，一
共 12774元，用于后期治疗。”区民政
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个性化的个案帮扶作为延庆区
民政局精准救助项目之一，对困难群
众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
理。前期，区民政局按照“一户一策
一档”的原则，建立了 3000名困难群
众救助帮扶台账，并将根据实际情况
分批进行个案帮扶救助服务。“每个
帮扶对象的情况记录得都非常细致，
包括帮扶内容、帮扶方案、改变程度、
目标是否达成等，全部录入北京市困
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系统。”区民政
局困难群众救助服务指导中心主任
郭彦丽说道。

“去年，个案帮扶项目启动实施
后效果显著，困难群众获得了实实在
在的实惠，个案帮扶措施也受到了大
家的一致好评。”谈及下一步的工作，
区民政局副局长王春红说，“2019年，
区民政局计划开展个案帮扶 106例，
预计投入资金31.8万元，将进一步缓
解困难群众生活压力，为百姓提供更
好的政策保障。”

延庆居民享“电视云”定制服务
北京日报讯（通讯员 孟文）

今年，延庆区融媒体中心与歌华
有线延庆分公司联合打造的个性
化电视栏目专区，推出了延庆当
地的特色定制化服务，百姓能由
过去的看电视，逐渐转变为用电
视、玩电视。

李淑婷是百泉街道湖北社区的
一名居民，曾以一名观众的身份参
与延庆百姓春晚的录制。一年一度

的百姓春晚是延庆市民文化娱乐生
活中的一项重头戏，看罢这场精彩
的文化大餐，在为各类精彩的节目
叫好之余，李淑婷却少有回味晚会
的机会。从今年开始，她随时随地
都能通过电视云平台观看延庆区自
己打造的百姓春晚。像李淑婷一
样，超过12万的延庆市民都能享受
这项电视服务。

今年年初，延庆区融媒体中

心与歌华有线联合打造的个性化
电视栏目专区上线，以高清“电视
云平台”为载体，以市民习惯的观
看方式，为延庆区打造了“百姓春
晚”电视云服务平台。如今，市民
通过家里的电视机，除了可以正
常收看电视直播回看、节目点播
等内容外，还可以随时收看百姓
春晚的精彩节目，参与节目投票
以及往届春节内容的回顾服务。

“希望通过和歌华有线联合
打造的个性化电视栏目专区，给
当地居民开通一条可以随时观看
百姓春晚的绿色通道。”延庆区融
媒体中心副主任孙守锴表示，百
姓春晚是延庆人展示自我的舞
台，希望更多市民通过这个舞台
展现延庆人的生机与活力，以及
对盛会的期盼，为冬奥会世园会
助力添彩。

区领导调研世园会旅游接待服务保障工作

坚持以游客为中心 做好旅游接待服务保障
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4月12日，区委书记

穆鹏带领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世园会旅游接
待服务保障工作进行实地调研。他强调，要始
终坚持以游客为中心，从细节入手，切实提升
服务质量，精益求精做好世园会旅游接待服务
保障工作。

穆鹏一行先后来到八景迎宾环岛志愿者
岗亭、公共卫生间，世园会 P5停车场、康庄镇

“世园人家”——“荷府”和区文旅局智慧旅游
指挥大厅，实地察看了志愿岗亭布置、停车场
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接待咨询站筹备等情况，
了解了游客接待服务保障工作、智慧旅游系统

建设运行等情况。
在八景迎宾环岛志愿者岗亭，穆鹏详细询

问了世园会期间全区志愿服务工作部署情
况。他说，城市志愿服务要紧紧围绕游客吃、
住、行、游、购、娱需求展开，进一步加大培训力
度，科学统筹整合各类资源，用心、用情为游客
提供高质量志愿服务。

世园会P5停车场是世园会主要停车场之
一，穆鹏实地察看了停车场旅游咨询站，了解游
客用餐服务工作筹备进展，并按照游客游览路
线察看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落实情况。他要求，
要进一步提升精细化水平，科学设置指示标识，

为游客提供准确、清晰的指示路线。
在区文旅局智慧旅游指挥大厅，穆鹏实地

察看了智慧旅游系统建设运行情况、了解了
“一部手机游延庆”APP功能。他强调，做好旅
游服务，用户体验是关键，不仅要包罗万象，推
荐精品，更要建立游客监管、投诉、评价机制，
完善企业准入、退出机制，切实保护好游客合
法权益。

穆鹏强调，还有十几天，世园会就将正式
开幕，各项筹办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尾阶
段，为世界各地游客提供高质量服务保障，对
于打造“美丽延庆、冰雪夏都”形象，实现“举办

一届独具特色、精彩纷呈、令人难忘的园艺盛
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要切实提高思想认
识，高度重视旅游接待工作，用干净、整洁、文
明、热情的城市环境和社会氛围迎接各地游
客。要坚持以游客为中心，集中力量、全力保
障，进一步建立健全旅游市场秩序维护联合执
法机制，畅通咨询、投诉渠道，切实维护好旅游
市场秩序。要加强宣传和组织，紧抓世园会筹
办举办契机，全力打造“延庆乡亲”志愿服务品
牌，讲好延庆故事，展示“美丽延庆、冰雪夏都”
良好形象，奋力交上服务保障赛会和区域高质
量绿色发展两张优异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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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
4 月 12 日，区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邀
请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
事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侯
锷，围绕世园会新闻宣传与
舆情回应作专题辅导报告。
穆鹏、于波、胡耀刚、陈合安、
李军会等区领导参加学习。

此次区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扩大）会举办专题辅
导报告会，旨在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
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提出的
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
求，进一步做好世园会期间
的信息发布、新闻宣传和舆
情回应工作，守好意识形态
阵地。

报告会上，侯锷老师围
绕“世园会新闻宣传与舆情
回应”主题进行了深入浅出
地讲解。报告内容丰富，案
例生动，紧密联系实际，对我
区进一步做好世园会期间的
新闻宣传和舆情回应工作具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下一步，我区将在世园
会开园前继续加大新闻发言
人培训、新闻素材挖掘等方
面的工作力度，更加主动地
承担起信息发布、新闻宣传
和舆情回应的职责，全面加
大新闻宣传力度、丰富传播
形式，让世界了解延庆、熟悉
延庆、关注延庆，同时，进一
步加强舆情监测、回应和引
导，为举办一届独具特色、精
彩纷呈、令人难忘的园艺盛
会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