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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医三院
农工民主党支部联合
区农工民主党支部，
在区医院开展义诊活
动。当天，来自两院
的16名专家一同参加
义诊，为患者提供高
水平诊疗服务，让延
庆患者在家门口得到
优 质 的 就 医 咨 询 指
导。据统计，本次共
有 260 名患者享受到
医疗服务。图为医生
正在询问患者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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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郤立鹏 通讯员 国淑
娟） 8月6日，我区第二处共有产权房
项目——中交富力·雅郡共有产权住
房项目在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进行二
次配售摇号。此次摇号房源共 1097
套，1179户通过资格审核的购房家庭
参与摇号，确定选房顺序。目前，摇号
结果已在北京延庆政府网站进行公
布，建设单位将于 8月 17日安排组织
选房工作。

据了解，中交富力·雅郡共有产权
住房项目是我区第二处共有产权住房
项目，也是目前延庆区规模最大的共
有产权住房项目，将为更多符合申购
条件的家庭或个人提供保障性住房。
2018年10月，该项目启动了首次配售，
并于今年 6月启动二次申购。此次共
有 2534户家庭确认申购，最终有 1179
户家庭通过购房资格审核。

下午2点，摇号正式开始。为确保
摇号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区住建
委对配售摇号工作进行全程指导监
督，并由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摇号过
程和结果依法全程公证并全程录像。
同时，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
风政风监督员以及30名申购家庭代表
现场对摇号过程进行监督。

据了解，在本次摇号中，申购家庭
分为三组进行房源安排。第一组为延
庆区户籍无房家庭和在延庆区稳定工
作的本市其他区户籍无房家庭，安排
房 源 1060 套 ，占 项 目 总 房 源 的
96.63 %。第二组为延庆区人才无房家
庭（含京籍和非京籍），共有申购家庭
20户；第三组为在延庆区稳定工作的
非京籍无房家庭，共有申购家庭 20
户。第二、三组共安排房源37套，占项
目总房源的3.37%。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随机抽选，1097
套房源的摇号工作全部完成。全公开、
全透明的摇号过程让在场的申购家庭
代表十分满意。“我觉得这种摇号方式
非常的公平公正，让我们能够亲眼见证
摇号的每一步，这样的结果才是最具有
公信力的。感谢政府出台这么好的政
策，为大家解决住房困难。”参与摇号的
申购家庭代表郝强说道。

据了解，建设单位将于8月17日在
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主场馆一层进行
集中选房活动，申购家庭将根据此次摇
号顺序，现场挑选房屋楼层、户型。

我区首个综合交通换乘中心明年建成将服务冬奥
本报讯（记者 郤立鹏）日前，记者

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延庆综合交通服务
中心（换乘中心）项目获批。新建的换
乘中心位于我区既有火车站站场以北、
圣百街以南，是集高铁、市郊铁路、公
交车、出租车、旅游大巴、小汽车、自行
车等多种交通换乘于一体的综合枢
纽。换乘中心预计于 2020 年建成使
用，将进一步提升我区火车站服务能力
和服务水平，为北京 2022年冬奥会交
通服务提供有力保障。

我区作为北京 2022年冬奥会三大
赛区之一，将承担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

项目。预计赛事期间，我区日均接待客
流2.4万人次，高峰日将达3万人次；其
中，通过京张高铁支线、市郊铁路S2线
换乘来到我区的客流将达到 1.8万人
次/日，换乘中心将极大提升我区交通
服务水平，满足冬奥会期间客流集散
需要。

综合交通服务中心（换乘中心）项
目总用地面积约 6.6公顷，总建筑面积
约 1.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综
合换乘大厅、铁路站房及公安、公交等
业务用房，还将配套建设站前集散广
场。其中综合换乘大厅的建设，方便铁

路与城市交通接驳，缩
短了旅客换乘距离；新
建站前广场及公交场
站、小汽车停车场、出

租车蓄车场和自行车停车场等接驳设
施，将为车站的良好秩序和旅客、车辆
的安全提供可靠保障。

作为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配套项目，换乘中心距北京市区约
75公里，距赛区核心区约30公里，主要
保障赛事期间我区火车站周边地面公
共交通接驳和客流疏解任务，是连接我
区与北京市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冬奥会后，换乘中心将服务于我区
日常交通及通勤，更好地实现铁路与其
他各类交通方式间的转换，提高通勤客
流的服务效率，并为承办大型活动提供
必要、高效、便捷的出行接驳方式，吸引
更多客流来到我区参观游览，为旅游提
供出行便利。

不仅如此，换乘中心建成后，将成

为我区重要交通换乘枢纽，从新城建
设、产业发展两方面促进我区发展。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正在编制
的《延庆分区规划》，未来，我区将重
点打造现代农业、新能源节能环保和
文化体育休闲旅游三大主导产业，换
乘中心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强我区与外
部的交通联系，促进要素流动，支撑新
城发展。

换乘中心还将加大我区产业吸引
力度，将吸引更多冰雪爱好者来到延庆
参与冰雪运动，进一步延伸体育产业链
条，为我区发展文化体育休闲旅游产业
提供坚实基础。同时，作为重要的配套
基础设施项目，换乘中心还将助力区域
承载能力提升和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促
进我区整体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宇琦 通讯员 李
艳慧）为规范党员管理，落实市委巡
视、区委巡察整改目标，日前，康庄镇
集中时间和力量将全镇 46个党支部
划分为 4个小组，对全镇 1721名党员
开展党员档案核查工作。

据了解，此次核查是康庄镇继 6
月 15日对村（社区）党员档案初步摸
底排查后，为进一步规范发展党员工
作程序，严把党员发展入口关，以党支
部自查、党委复查的方式，对全镇党员
入党过程进行的再次全面排查。此次
排查，重点核查党员入党过程是否符
合有关规定要求，是否存在材料缺失、
涂改、造假、隐瞒入党前错误行为等

问题。
针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康庄镇

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以
及《延庆区关于进一步严格发展党员
责任 严把党员入口关六条措施》等有
关政策规定，逐一进行整改，严格落实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范党员管理。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提高档案管
理水平，确保发展党员程序不漏、材料
不缺。同时，建立健全档案收集登记、
立案归档、档案人员管理等制度，加强
党员档案的准确性、完整性、连续性，
为规范管理党员、发展党员打好坚实
基础。”康庄镇党委副书记鲍海洋说。

康庄镇严格党员档案核查
深入推进从严治党

儒林街道开展公共空间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 刘嘉豪 通讯员 刘

妍）近日，儒林街道以居民家门为红线
划定整治区域，开展了“清清爽爽促创
城 干干净净保平安”公共空间革命专
项整治行动，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安
全水平，实现精细化管理。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从 7月中
旬开始，历时1个月，分“入户”行动建
氛围、“搬山”行动畅通途和“净家”行
动靓社区三步。

前期“入户行动”以安全隐患排查
为主，结合创城、创森、扫黑除恶专项行
动等重点工作综合开展，工作人员累计
走访5000余户居民，实现了“大入户讲
政策传理念”“大摸排讲隐患改习惯”

“大宣传拉队伍成风气”的工作目标。

中期“搬山行动”为期两周，各社
区集中设置“二手集”“跳蚤集”“置换
集”，以生活用品和鲜花绿植集中置换
闲置的旧家具、旧电器、弃用自行车。
各社区累计清理建筑垃圾 200余吨、
占用消防通道的各类“僵尸车”89辆、
闲置物品 270余件，畅通了消防通道，
整洁了公共空间环境卫生。

后期“净家”行动将在 8月中旬集
中开展，各社区将结合垃圾分类宣传
工作，有序组织居民集中清理囤积的
纸箱、报纸、水瓶等可回收物品。同
时，围绕“美丽社区我的家 人人都是
主人翁”主题广泛动员，切实改善社区
环境面貌，消除安全隐患，达到“整洁
无死角，安全无盲区”的目标。

井庄镇：人居环境整治销账九成
本报讯（记者 董明昊 通讯员 赵

鑫）近日，记者从井庄镇了解到，今年以
来，井庄镇以党建引领为抓手，大力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拆除私搭乱
建 519处、整治乱堆乱放 1930处，全镇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台账已销账98%，进
一步提升了农村人居环境品质。

走进井庄镇东石河村，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一条条宽敞、平整的大道。路面
干净、整洁，临街的墙面上整齐地写着

“村规民约”和宣扬传统美德的宣传画，
路旁种植的鲜花姹紫嫣红，缤纷的颜色

点亮了村庄。但在不久前，这里还是被
黑色的煤球和凌乱的干柴所占据。

“原来这大街上堆的都是干柴、煤
球，有的人家门附近还有自己盖的小车
棚，这出来进去的可不方便了，俩汽车
错车都错不开。”东石河村村民王树伶
说，“你看看现在，这大街上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的，没硬化的路面还都种上花
了，看着心里就舒服。”

目前，东石河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已经基本结束，共清除私搭乱建26处、
乱堆乱放26处，全村86个台账问题均已

消除。为保证不出现
“复燃”现象，全村在16
亩未硬化的地面上都

种植了植物。
东石河村的环境整治成效并非个

例。在井庄镇，目前已有王仲营村、西
三岔村、冯家庙村等 16个村 100%完成
台账整改。“为切实做好全镇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今年年初，井庄镇围绕拆除
私搭乱建、治理乱堆乱放、整治村庄污
水等重点内容，对整治工作进行了全面
部署，制定了人居环境新标准。”井庄镇
党委书记曲荣杰说。据了解，在工作开
展过程中，井庄镇组织工作人员对全镇
25个村进行深入摸排，建立问题台账
3415个。同时，要求各村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作为第一责任人，亲自抓落实，
一条街一条街摸排情况，一户一户开展

工作，一处一处整治销账。
截至目前，井庄镇已清理渣土1万

余立方米、乱堆乱放 1930 处、小广告
534处，拆除私搭乱建 519处，共计 1万
余平方米。全镇共建立台账 3415个，
目前已销账98%。

下一步，井庄镇将继续保持高压态
势，严格按照环境问题台账进行后续清
理整治工作，限定整改时间，做到问题
逐个销账。同时，加大宣传力度，通过
微信群、公众号、村级广播等多种渠道
宣传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意义，积极做好
村民的沟通解释工作，营造良好的工作
氛围，全力营造井庄镇和谐、舒适、整洁
的人居环境。

清代佛教壁画成功“搬家”

近日，记者在张山营镇下营村崇善
寺修缮工程现场看到，经过工作人员连
日来的精密计算和细心作业，位于后殿
西山墙墙体内侧的一处佛教题材壁画
被成功揭取。后期经过墙壁修复，壁画
去薄后，壁画将原位归安。

据悉，下营崇善寺始建于辽代，原
为皇姑寺，明正德二年（1507年）修缮
后改名崇善寺，后至清代进行过多次修
缮，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仅
存后殿一处建筑，也是此次我区文物管
理所修缮的重点。

本次所揭取的壁画位于后殿西山
墙壁上，为清代寺庙修缮时所作，壁画
色彩丰富，较为清晰，上为 6尊缘觉画
像，下为 9尊罗汉画像，是我区范围内
保存最完整的佛教题材壁画，对佛教历
史研究具有较高价值。

因为对后殿墙体及房顶进行修葺，
为保证壁画不受破坏，区文物管理所组
织相关专家研究后决定对壁画进行揭
取。由于年代久远，墙体内侧部分已经
空鼓，且施工空间狭小，揭取要求较高，
要把对壁画的伤害降到最低，就要尽量

增加单块壁画的揭取面积，因此实施难
度也比较大。

在正式揭取前，工作人员对壁画墙
体进行了风险评估，并对揭取方案进行
了反复论证，最后决定使用边拆墙边加
固的揭取方式，并明确了揭取工具和
材料。

修复中，工人按照整面西山墙现
有分区尺寸焊接了方钢框架，在壁画
上覆盖多层豆包布并以桃胶粘接，桃
胶是一种天然黏结剂，具有可逆性的
特点，目前被广泛应用于文物修复

中，不会对壁画造成损害。之后增加
钢片作为壁画的龙骨，同样用多层豆
包布逐层粘接覆盖，达到支撑作用，
再根据凹凸情况覆盖不同厚度的泡
沫，起到保护缓冲作用，最后固定到
方钢框架上。

工作人员从山墙外侧自上而下
一层层地拆掉青砖，选择壁画上没有
具体绘画内容或避开人脸和手的部
位打眼固定，使其脱离墙体后逐渐固
定到方钢框架上，最终达到整面揭取
的效果。

历时3天，西山墙上的壁画全部分
块揭取完成，其中最大的两块高 3米，
分别宽 2.6米和 2.4米，厚度约 5公分，
最大的一块壁画加上固定装置的总重
量约400多公斤。

由于这两块壁画体积较大，搬运风
险也较大，因此被安置在了殿内。下一
步，工作人员将进行西山墙的砌筑工
作，完成之后会对崇善寺实施挑顶修
缮，在整个修缮工作的土建部分全部完
成后，会把之前揭取下的壁画底层去薄
至约2公分，然后粘贴到蜂窝铝板上原

位归安。此外，还将对揭取时打眼固定
的痕迹进行修补。

“此次壁画的成功揭取，不仅达到
了对崇善寺古建的修缮要求，而且很好
地保护了壁画，对我区开展有壁画的古
建筑保护工作积累了成功经验。”区文
物管理所副所长于海宽说，“下一步，我
们会对区内其他古建进行勘察、评估、
保护、修缮，让这些古建有尊严地走向
未来。”

据了解，下营崇善寺修缮工程计划
于明年6月底前完成。

本报记者 张宏民 通讯员 时丽霞

青神竹龙亮相世园“眉山周”
本报讯（记者 刘嘉豪 通讯员 杨

波）日前，2019北京世园会举行“四川
日”暨国际竹藤组织园“眉山周”活
动。此次活动以“生态眉山、文化眉
山、活力眉山”为主题，通过开展“竹
钢”环保建材现场专题讲座、竹编大师
现场技艺展示等系列活动，生动展示
竹藤在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生活品质
中的独特作用和重要意义。

活动中，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制
作的青神竹龙成功获得“最长竹编舞
龙”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据了解，
此青神竹龙采用的原材料是经过精
挑细选的一年生茨竹，总共 1.8吨，由
80 多个工人，耗时 112 天 32 道工序

做成 2800 多个鳞片、52 万多根竹丝
编制而成，总长度为 83.4米，直径 56
厘米。

“青神竹编龙的直径 56厘米，代
表 56个民族。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象征，这次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是对青神竹编技术的最好肯定，我们
也会把这项技术不断发扬光大。”青神
竹龙创作者殷超说道。

四川省眉山市市委副书记黄剑东
介绍：“眉山具有深厚的竹文化、优越
的竹生态和兴旺的竹产业，诚挚欢迎
海内外宾朋来国际竹藤组织园感受眉
山竹文化的深厚内涵，共同唱响‘绿色
生活、美丽家园’主旋律。”

区司法局深入部队开展法律服务
本报讯（记者 刘宇 通讯员 都吉

云）近日，区司法局深入驻延某部队开
展“公共法律服务拥军伴你行”活动暨

“法律援助联系点”揭牌仪式。
活动现场，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围

绕军人军属目前对法律援助的需求进
行了深入交流，并现场为官兵讲解了
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重
点讲解了官兵在遇到涉法问题时存在
的认识误区及如何提高解决涉法问题

的能力。此外，区法律援助中心与公
证处工作人员以及律师对官兵提出的
法律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该联系点的设立，为军人军属
申请法律援助提供了方便快捷的绿
色通道。未来，区司法局将发挥法
律援助联系点的桥梁作用，及时了
解军人军属法律援助需求，不断开
创我区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新
局面。

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
夏季食品联合检查

本报讯（记者 刘嘉豪 通讯员 李
响）8月 6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
区生态环境局、卫健委、城管执法局、
延庆公安分局，采取统一召集、统一
检查、统一处置的综合治理方式，对
绿韵广场范围内消夏餐饮商户露天
烧烤、夜市大排档超时经营、占道经
营、噪音扰民、后厨及就餐环境脏乱
等问题进行集中检查，切实保障市民
群众饮食安全，预防夏季食源性疾病
的发生。

据统计，当天共出动执法人员 25
人，检查餐饮单位 11家，针对从业人

员无有效健康检查证明，区市场监管
局现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7份，同
时，对不按规范操作、环境卫生差、人
员个人卫生规范落实不到位、晨检记
录不完整等情况要求立即整改，严格
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有效防范食
品安全风险。

“下一步，我们将对照检查问题进
行复查，对整改不到位的餐饮单位依
法进行立案查处，采取更加有力措施，
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切实当
好群众舌尖上的‘守护者’。”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局长田素芬说道。

“乡村+企业”助力四海镇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张宏民 通讯员 武卉

三年前，四海镇的前山村和王
顺沟村还是全镇为数不多的“低收
入村”。今年以来，两个村子却成
为北京周边的度假“打卡”热门
地。随着两个村中十几家“乡里乡
居”高端民宿的陆续装修、开业，很
多城里人选择举家驱车来放松休
闲，还有不少综艺节目组前来取
景。名气打出去，游客多了，村中
老百姓的附加收入也多了起来。

“乡村+企业”这一合作模式正实
实在在地推动着两个村子发展
振兴。

“去年，我们在四海镇实地考
察了很多村子，第一次来前山村和
王顺沟村的时候，我就走不动了。
村子靠近四季花海主景区，游客特
别多，而且村子整体环境很好，村
中还有闲置民房资源。来这里做
高端民宿，我觉得靠谱儿！”谈起对
两个村子的第一印象，乡里乡居旅
游文化（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郎
建鹏笑着说。

2018年 3月，四海镇政府同乡

里乡居旅游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初步达成合作意向。随后，“乡里
乡居”在前山村租了 3个院子，在
王顺沟村租了 11个院子，并根据
院子的大小和原有格局进行重新
装修，每个院子的租期为 15年，15
年后根据村民实际意愿决定是否
续租。

2019年春节期间，前山村的 2
个高端民宿和王顺沟村的 3个高
端民宿正式开门营业。半年多来，
两个村子的 5个院子平均入住率
达 70%。截至目前，已经实现 100
余万元的营业额。

“自从我们村引入了‘乡里乡
居’高端民宿，房东不仅每个院子
能拿到每年 1万多元的租金，还能
获得合作社的分红，在民宿打工每
月能拿到 3500元的工资。不仅当
房东赚钱，游客进来了，也带活了
村里农产品的采
摘销售，老百姓
的日子越来越有
奔头了。”前山村

党支部书记王永怀信心满满地说
道，“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高端民宿
和村里的菊花采摘、菊花茶加工产
业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加老百姓的
收入。”

距离前山村不远的王顺沟村，
如今同样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里的 7家民宿正在紧张装修中，
3家已营业的高端民宿线上预订也
十分火爆。“我们现在正在跟王顺
沟村两委沟通，将村里 300亩土地
的使用权流转过来，结合民宿做一
系列搭配项目，让王顺沟村以高端
民宿为主的产业体系更加健全。”
郎建鹏说。

在高端民宿的带动下，两个村
村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大幅的提
高。“乡里乡居”和村民都干劲十
足，在四海镇，一幅崭新的乡村经
济振兴图正在徐徐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