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沈家营镇举办“共祝祖国好 追梦
新时代”2019 年群众舞蹈大赛，来自全镇 22
个村的代表队轮番登场，吸引了 500 余人前
来观看。比赛现场，舞者们翩翩起舞，火红的
绸带和缤纷的彩衣构成了一道道美丽风景
线。图为表演者舞动彩色扇子，祝福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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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营镇
舞动追梦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卢丹丹）让园艺融入自
然，让自然感动心灵。9 月 7 日至 9 日，

“2019中国园艺疗法研究和实践研讨会”
在延庆举行，200 名来自不同领域、热衷
园艺疗法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及众多园艺
企业参加。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中国风景园林学
会、北京植物园联合主办，中关村科技园延
庆管委会、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心理健康
工作委员会协办。会议以“园艺疗法新境
界，康养景观新理念”为主题，在探寻世园
会办会理念的同时，展示园艺疗法魅力，借
世园会助推园艺疗法行业更好发展。

研讨会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园
艺疗法、康复景观设计、园艺疗法实践与
推广等主题进行宣讲交流。中关村现代
园艺产业创新中心进行了专场招商推
介。下一步，中关村现代园艺产业创新
中心将与企业进行深入对接，争取更多
的园艺企业落户延庆。

此外，在中关村现代园艺产业创新
中心推动下，延庆区大力提升园艺科技
水平，积极实施“世园科技项目”，目前各
项目正常推进，初见成效。延庆在推动
现代园艺关键技术攻克和成果转化方面
的积极成果已显现，在推动政产学研用
合作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区政协副主席刘明利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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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书画摄影邀请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董明昊 通讯员 郭强）

9月 8日，助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迎中秋·庆国庆”
书画摄影邀请展在区文化馆开展。出自
中书协、中美协及书画界 70余位知名艺
术家之手的 99 幅作品在此展出。区政
协主席陈合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统战部部长黄克瀛，区政协副主席谷艳
兰出席开幕式。

步入展厅，一幅幅飘逸的书法作品、
精美的美术作品、生动的摄影作品纷纷
映入参观者的眼帘。这些作品中既有歌
颂中国梦、歌颂中国建设成就的书法佳
作，也有描绘百草丰茂、生意盎然之景的
水墨丹青，更有展现世园、妫川之美的摄
影作品。参观者在作品前流连忘返，赞
叹作品的笔法、构思。在展厅外，来自全
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以笔会友，挥毫泼

墨，用书画作品为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献礼，祝福伟
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书画
是文化的产物，人们对书
画、对文化越关注，延庆的

文化事业就越能蓬勃发展。”中国榜书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榜书书法家协会
北京分会主席石云鹏说，“希望在未来，
延庆的书画艺术家们能更多地走出延
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多沟通、多交
流，推动延庆文化事业不断发展。”

据了解，本届书画展由区委统战部、
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中国社会经
济文化交流协会版权工作专业委员会、
北京市佛教协会、北京京华水墨画院指
导，区文联、佛教协会主办，向全社会免
费开放。展览将持续至 9 月 15 日，在此
期间，参观者可以欣赏到艺术家们抒发
对祖国热爱与真情的书画作品，品味以

恢宏的气势和雅致的艺术形式所展现的
艺术盛宴。

“文化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推
动力的因素。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
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区文
联相关负责人说，“这场邀请展是艺术家
们用心歌颂党、歌颂祖国的写照，表达了
对未来美好的期望，也是我们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拓展全域旅游的缩影和展示。”

下一步，我区还将继续积极开展文化
惠民活动，持续加大文艺服务基层的活动
力度，持续推动新时代社会发展、文化繁
荣，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
助力延庆文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要闻短讯
近日，我区举办2019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培训会，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测评体系》进行解
读，中央文明办巡视员、三局副局长杨武军围绕新时代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具体要求等作报
告。全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教
育系统各学校、各社区有关领导共260余人参加学习。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黄克瀛出席。

（刘嘉豪）
日前，副区长刘瑞成带队，围绕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等问题来到延庆镇司家营村，旧县镇大柏老村，永宁镇吴
坊营村、新华营村、左所屯村进行督导检查，确保积存问
题全部清除，整治完成点位不反弹，人居环境整改见成
效，进一步提升村庄环境精细化管理。

（胡昆）

品长城脚下葡乡风情 游官厅湖畔延怀河谷

第三届延怀河谷葡萄文化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 郤立鹏 通讯员 郑恒立）

丰收之季，延怀两地葡萄飘香。9月8日，由
我区和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政府共同主
办的第三届延怀河谷葡萄文化节暨第二十
届中国怀来葡萄节正式开幕。区委副书记
李军会、副区长刘瑞成、怀来县长王鸿飞出
席开幕式。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 10 月 10
日，期间，延怀两地将举办延怀河谷风情
游、葡萄擂台赛等多种精彩纷呈的特色活
动，将进一步加强延怀区域合作，共同推进

葡萄产业发展，打造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新典范。

开幕式上，舞蹈演员身着华丽服装翩翩
起舞，灵动优美的舞姿展现出一幅《盛世花
开》的七彩画卷；清脆动人的女声独唱《远古
的酒歌》唱出葡萄美酒的醉人芳香；沙画表
演《最美怀来》中，艺术家用双手绘制出一幅
幅精美沙画，向游客讲述怀来的风土人情以
及葡萄和葡萄酒产业发展历史……一个个
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葡萄文化节，今年

的开幕式节目丰富而精彩，让我对葡萄文
化、延庆以及怀来的地域文化也有了更多的
了解。”怀来县观众吴丽雅说，“我很期待葡
萄文化节后续的体验类活动，中秋节期间，
我准备带着家人和孩子去延庆采摘葡萄，再
逛逛世园会。”

据了解，延怀河谷葡萄文化节期间，我
区和怀来县将举办多场供广大市民、游客参
与体验的特色活动。葡萄擂台赛、中秋民俗
乐主题活动暨葡萄酒运动汇、国庆亲子娱乐
等趣味活动，让游客品味长城脚下葡乡风

情，畅游官厅湖畔延怀河谷。此外，延怀河
谷风情游推出“葡香官厅湖畔一日游”“探访
长城驿站一日游”“延怀河谷深度三日游”3
条延怀河谷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品优质葡
萄、赏民俗表演、游休闲葡园，尽享酒庄酒堡
葡萄酒品鉴、鲜食果品采摘的乐趣。

“本次葡萄文化节系列活动，将展示、宣
传延庆和怀来两地葡萄产业发展的最新成
果，进一步促进两地文旅产业和特色产业的
融合发展。”怀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李景波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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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丹丹）9月9日，区政府召
开第109次常务会议，研究2019年蓝天保卫战
行动计划1—7月进展情况等，区委副书记、区
长于波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延庆区2019年蓝天保卫
战行动计划1—7月进展情况的汇报。根据市
生态环境局通报，1—7月，我区四项主要污染物
浓度均同比下降，PM2.5累计浓度40微克/立方
米，为历史同期最低，同比下降23.1%，暂低于市
级46微克/立方米的任务6微克/立方米，排名
全市第四；PM10、SO2和NO2浓度分别为68微
克/立方米、6微克/立方米和 29微克/立方米，
同比分别下降 11.7%、40%和 3.3%。累计优良
天数141天，空气重污染9天。

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进一步提高思想
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提高标准，全力以
赴落实好各项要求，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要
紧盯重点问题，围绕重点指标、重点地区、重点
项目，坚持问题导向，做好重点领域的减排和
降尘工作，确保各项任务措施取得实效。要聚
焦秋冬季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监督执法，研
究完善各项降尘、防尘技术措施，进一步压实
责任，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各部门要发挥好
指导和监督作用，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
任，形成齐抓共管的环境保护格局，确保延庆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会议听取了关于2019年7月村级河长巡河
情况的汇报。7月份，村级河长巡河率99.6%，位
于全市第九名。共有14个乡镇村级河长巡河率
达到了100%，未达到100%的乡镇是张山营镇（巡
河率96.1%）。

会议要求，要抓重点、抓具体，以问题为导
向，及时发现问题、上报问题、解决问题，切实将
河长制工作落实到位。要抓机制、抓制度，加强
组织协调，进一步完善机制体制，强化考核问责，
统筹发挥好村级水管员、巡河员、党员作用，推进
河长制常态长效，全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生态环境。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2019年1—7月区政府
主要领导批示事项落实情况的汇报。

我区6家企业被列入诚信黑名单

民无信不立，业无
信不兴，国无信则衰。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北
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工作要求，深入推进延
庆区诚信体系建设，努
力营造重信誉、守信用、
讲信用的良好环境，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
会议办公室发布了我区
诚信“红黑名单”。6 家
单位被列入黑榜名单，
上榜事由为被民政部门
认定为严重违法失信社
会组织。

延庆区2019年第一期诚信“红黑名单”黑名单

黑名单类型

社会组织严重
违法失信

社会组织严重
违法失信

社会组织严重
违法失信

社会组织严重
违法失信

社会组织严重
违法失信

社会组织严重
违法失信

企业名称

延庆帝泉老年人
服务中心

延庆区井庄镇养殖协会

北京市延庆县
果蔬研发中心

北京市延庆区大庄科乡
旺香龙干鲜果品产销协会

北京市延庆区厚德润
妫川爱老助残服务协会

北京市延庆县
妫水情缘养老院

法定代表人姓名

柴建刚

闻永

刘新宇

于建国

孙建华

黄淑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1101196000702136

51110119500878338K

51110119500878741M

51110119306584889R

违法失信行为

两年以上未年检

两年以上未年检

两年以上未年检

两年以上未年检

两年以上未年检

两年以上未年检

处罚结果

撤销登记

撤销登记

撤销登记

撤销登记

撤销登记

撤销登记

认定部门

延庆区民政局

延庆区民政局

延庆区民政局

延庆区民政局

延庆区民政局

延庆区民政局

认定依据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

认定日期

2019.05.27

2019.05.27

2019.05.27

2019.05.27

2019.05.27

2019.05.27

处罚有效期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区领导检查校园安全工作并慰问教师
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 王宇琦）昨天是

第 35个教师节。教师节前夕，区委书记
穆鹏，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波分别带队来
到我区部分学校，检查校园安全工作，看望
慰问一线教师，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穆鹏强
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铸魂育人，把教育作为重中之重，牢
记初心使命，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以首
善标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9月9日，穆鹏一行首先来到区第三小
学、永宁幼儿园，深入校园，察看安全保卫
举措，了解学校教育计划，并慰问一线
教师。

穆鹏强调，安全是教育工作的基本任
务，学校、属地、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职尽

责，形成内外联动机制，合力保障好学生
人身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要加强
教育引导，提升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
常识，同时，通过开展小手拉大手等活动，
倡导家长绿色出行、文明接送，营造家校
共治的良好氛围。

随后，穆鹏来到大庄科中心小学，仔
细察看校园教学环境，学生、教师住宿环
境，了解学校教育教学情况，慰问教师代
表，并主持召开会议，与大家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来自大庄科乡、刘斌堡乡、
永宁镇等学校的教师畅所欲言，谈教学感
受，说困难问题，现场气氛亲切热烈。

穆鹏向全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推
动延庆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他说，教育在区域发展各项工作中处

于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要切实提高对做
好教育工作的思想认识，把教育放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位置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不断提升全区教育工作水平。要
持续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坚持把“走
出去”“引进来”相结合，提升农村地区教
育水平，扩大优质教育引领作用，为乡村
振兴和高质量绿色发展夯实教育基础。
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引导和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
粒扣子。要加大对教育工作的支持力度，
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环境和氛围，使教
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

9月 9日，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波来到
张山营学校，深入学生宿舍、食堂和教学

楼，实地察看校园环境，了解学校办学情
况，并慰问了张山营学校及周边学校优秀
教师代表，向长期以来默默耕耘在教育一
线的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于波希望全体教师始终牢记教书育
人的初心，践行立德树人的使命，坚持正
确办学方向，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要抓好全市教育大会和全区教育大
会精神落实，深化教育发展改革，不断提
升教学质量，全面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要打造区域教育特色品牌，紧抓机遇
培养冰雪人才，逐渐形成充满活力、开放
创新、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要进一
步加强校园和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力度，
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为在校师生创造和谐
稳定的教学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