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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力民宿村集体”奖
获得“最有力民宿村集

体”奖的分别是姚官岭村、
石峡村、火烧营村、下花园
村、王顺沟村、东龙湾村、后
黑龙庙村、三司村。

图为姚官岭村

“最美民宿管家”奖
获得“最美民宿管家”

奖的分别是龙源里民宿管
家郭继芳、栖柳园民宿管家
李红、先生的院子民宿管家
贾燕飞、原乡里民宿管家王
健、荷府民宿管家张慧、一
棵树民宿管家张美霞、石光
长城民宿管家赵艳东、百里
乡居民宿管家冯瑞剑。

图为龙源里民宿管家郭继芳

“最具人气客栈”奖
获得“最具人气客栈”

奖的分别是阿来客栈、健龙
祥和生态农庄、绿茵溪谷、
青山园、日出东方、百里韩
舍、龙庆客栈、天香源。

图为阿来客栈

获得“最有故事民宿主”奖
的分别是山楂小院民宿主陈长
春、大隐于世民宿主张海超、抱
朴守拙民宿主石竞雅、乡里乡居
民宿主郎建鹏、有家民宿主安
辉、自游自在民宿主吴金淑、左
邻右舍民宿主裴玉慧、山居小院
民宿主李荣霞。

图为山楂小院民宿主陈长春

“最有故事民宿主”奖

9月3日至5日，“乡村的荣耀”2019年第三届北方民宿大会在我区召
开，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民宿领域“精英”齐聚延庆，共话民宿发展，共
谋行业未来。开幕式上，还为延庆区“最有力民宿村集体”“最美民宿管家”

“最有故事民宿主”“最具人气客栈”网络评选中的优胜者颁奖，突出延庆民
宿发展成果，树立模范标杆，激发企业发展动力。

5名“社工”履职新岗位
本报讯（记者 刘嘉豪 通讯员 王

国升）为落实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意
见，北京市首次定向面向社区工作者
招聘事业人员。日前，我区面向优秀
社区工作者进行定向招聘，提供 5个
事业岗位，现已完成所有招聘环节，5
名事业人员已正式上岗。

据了解，本次招聘政策有了新突
破，首次定向面向社区工作者招聘事
业人员；招聘要素均统一，招聘条件、
方式、公告均由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统
一制定并对外发布；招聘过程全公开，
面向社会发布招聘公告，并要求主管
单位做好宣传动员工作；招聘人员重
优选，具有五年以上社工经历，具有年
度优秀考核等次，且须基层单位推荐。

我区共有84名符合条件的社区工
作者参加考试，其中在职研究生1人、
本科82人、大专1人，平均年龄33岁。

面向社区工作者招聘事业人员，
是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的明确要求，
是树立重视一线、关注基层、稳定队伍
的选人用人导向的具体行动。“下一
步，我们将坚持把选人目光投向基层，
探索从基层选人用人的长效机制。”
区人力社保局副局长刘友谊说，“同
时，根据本年度招聘情况，积极向市局
提出合理化建议，扩大面试人员范围，
增加面试人员基层考察环节，将实际
业绩和百姓口碑作为重要招聘条件，
为能干事者和干成事者提供机会，激
发基层干部务实担当、有所作为。”

2019中国长城国际摄影周圆满收官
本报讯（记者 张宏民 通讯员 路秀

娟）9月8日，在八达岭长城景区举办的
“2019中国长城国际摄影周”活动圆满
收官。据统计，自 8月 8日摄影周开幕
至 9月 8日结束，共有 150余万游客先
后登临八达岭长城参观摄影展，创八达
岭长城景区活动参与人数新纪录。摄
影周开幕以来，100余家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采访报道，极大地提升了这一活动
的关注度和美誉度。

据了解，摄影周闭幕后，1500多组
件展板还将持续发挥作用，进入大兴机
场、首都高校和边远山区学校进行展
览，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长城的文化
魅力。

本次摄影周活动是国内首个以长
城命名的国际性大型摄影活动，旨在向
世界讲述长城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摄
影周共分为七大专题展览和四项主题
摄影活动，展览面积近 2万平方米，展
览持续时间之长、分类活动之多、展品
数量之大、内容覆盖面之广，在八达岭
长城景区尚属首次。绵延1.6公里的摄
影展，吸引众多游客参观，对景区分流
管理起到很好作用的同时，也提升了广
大游客出游的舒适度，促进了文旅深度
融合。

摄影周期间，八达岭中心小学组织
在校师生来景区参观，丰富多彩的摄影

作品让八达岭中心小学六
年级学生王博宇深受震
撼。“有些照片我在电视或
者网上看到过，这次能够
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看到这

么多关于长城的摄影作品，我感觉很有
意义。”王博宇说，“在这个展览中，不仅
有很多关于长城的照片，迎冬奥专题部
分展览也很吸引我，我对冰雪运动很喜
欢，相信 2022年我们一定会举办一届
精彩的冬奥会。”

在众多作品中，著名摄影家何世
尧的入展作品《巍巍长城》吸引了众多
游客关注。据悉，《巍巍长城》摄影作
品是何世尧于 1962 年夏末秋初拍摄
的，1963年《巍巍长城》首次在《人民画
报》上跨页发表，之后又相继被《中国
摄影》杂志和《中国四十年优秀摄影作
品选》等画册选登。1974年，中国政府
送给联合国总部两件礼品，其中一件
就是根据《巍巍长城》编织而成的巨幅
壁毯。

在摄影周活动开幕的第二天，何世
尧便来到八达岭长城，看着自己的作品
被制作成巨幅画作，并与千余幅珍贵的

长城摄影作品一同展出，何世尧难以掩
饰自己的激动之情。“祖国的发展日新
月异，巍峨的长城是祖国千百年来沧桑
巨变的见证，能够在八达岭长城脚下以
这种形式展出我的作品，我感觉很自
豪。”何世尧说，“本次摄影周参展作品
数量大，作品内容涉及领域众多，能来
观展，真的不虚此行。”

本次长城摄影周对长城文化的
传播和长城文化带建设都具有深远
影响。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党组书记、
主任王铁林说：“摄影周面向全球传
播长城文化，彰显长城精神，充分展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的文化自信与多元包容，向世界讲述
长城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明年，摄
影周计划在参展作品数量和扩大影
响力方面持续加力，同时，加强与长
城沿线景区的联动，将长城文化进一
步传播发扬。”

我区“铁腕”整治河道周边违建
用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张宏民 刘宇 通讯员 王亚娜 辛雨

近日，珍珠泉乡和千家店镇相
继拆除两处占用林业、农耕用地且
位于河道附近的违法建筑，腾退土
地共 3896平方米，进一步巩固河
道治理成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维护好绿水青山的生态本底。

8月 27日，珍珠泉乡菜食河河
畔，随着一阵轰鸣声，庙梁村违法
建设“有鱼餐厅”主体建筑轰然倒
塌。此处违法建设占地 896.09平
方米，为餐厅所有人占用林业用地
私自建设。不仅如此，“有鱼餐厅”
地处菜食河河畔，餐厅产生的污水
对河水造成一定污染。

菜食河流经珍珠泉乡，延庆八
大古景之一“珠泉喷玉”就坐落于
菜食河河畔，可以说，静静流淌的
菜食河水让珍珠泉的青山绿林更
加灵动，为珍珠泉乡的旅游业和相
关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生态
基底。

“有鱼餐厅”的拆除既是珍珠
泉乡大力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提
升农村人居环境品质的有力举措，
也是保护河道、维护水生态环境的
有效措施。目前，拆除工作已经基
本完成。违法建设拆除后，珍珠泉
乡政府将对腾退出的土地进行复

绿，对河道形成有效保护，并将在
餐厅原址上建设“口袋公园”，供村
民、游人休憩游玩。

“河道整治工作一直是珍珠泉
乡工作的重点，下一步，我们将持
续加大巡查力度，对污染河道现象
采取‘零容忍’态度，做到发现一
起，治理一起。”珍珠泉乡副乡长古
相军说，“同时，我们将加强宣传广
度和深度，进一步引导全乡群众积
极参与到河道整治工作中，让我们
的河流实现水清岸绿。”

时隔一天，8月 28日，千家店
镇排字岭村将建筑面积 1587.33平
方米、占地面积 3000平方米的违
法建设“余庆人家”农家餐厅依法
拆除。

据了解，该农家餐厅是当事
人未经规划行政许可违法占用耕
地建设的。今年 2月起，千家店镇
开始与“余庆人家”农家餐厅当事
人进行协商，但多次沟通未果。
镇政府于 8月 28日开始对此处违
法建设进行依法
拆除。千家店镇
共出动工作人员
400 余人次，车辆
40 余辆，清渣 600

余车次。截至目前，各项拆除任
务已全部完成，建筑原址已达到
复耕条件，计划明年春季实施
复耕。

“在拆违控违上没有妥协的余
地。”千家镇镇长卢石军说，“我们
要做到发现即拆除，为老百姓打造
更舒心的生活环境，为延庆的生态
环境建设作出贡献。”

两处违法建设的拆除，是我区
河道治理、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取
得的阶段性成果。“下一步，区河长
办将进一步加大对沿河涉及的建
筑物的摸排力度，健全完善工作机
制，把违建整治工作抓得更实、更
牢、更有成效，真正做到‘不漏一
处、不漏一房、不漏一人’，让沿河
违建没有生存的空间。”区河长办
负责人孙飞说，“我们还将进一步
加强日常巡河管理，落实立体化监
督巡查，通过及时发现及时整改的
方式，实现长效管理，不断巩固深
化河长制行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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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宏民 通
讯员 刘晨光 阎宏亮 李颖）
9日、10日两天，哗啦啦的秋雨
降临妫川大地，缓解了入秋以
来天气的燥热，结束了“秋老
虎”。预计未来三天，我区气
温将明显下降。

据了解，本次降雨从 9日
15时开始，截至昨天 16时，全
区平均累计降雨量 35.3毫米，
最大降水出现在二海陀站，为
57.0毫米，延庆本站为 24.7毫
米，冬奥核心区平均降雨量为
33.9毫米，世园会园区 25.5毫
米。受降雨影响，预计我区未
来3天气温将明显下降。

10日 8时，记者在高塔路
和新城街十字路口看到，因路
面湿滑，行车速度普遍较慢，
路口车辆排起长长的队伍，

四、五名交警和辅警冒雨在路口执勤，疏导车辆，
现场交通状况整体稳定有序。降雨持续时间长，
城区的排水系统同样经受着考验，为保障城市排
水系统正常运转，10日当天，区市政管理处出动
防汛人员 18人、厢式货车 1辆、双排车 2辆、皮卡
车 1辆，对阜康南路、莲花池路、湖南路等积水点
进行巡查，未发现积水情况。

家住香水园街道新兴西社区的李先生 10日
早上出门时特地换上了长袖衬衫。“前几天温度几
乎都在三十多度，实在太热了。‘一场秋雨一场
寒’，今天这场雨过后，天气就凉快下来了，既清洁
了空气，也舒服多了。”李先生说。

降雨不仅对气温有所影响，收秋在即，降雨也
有利于土壤墒情，为庄稼长势加力，尤其对露地蔬
菜生长有一定促进作用。本次降雨过后，气温回落
明显，医务人员提醒广大市民，近日气温起伏较大，
是感冒多发季节，要注意及时添加衣物，防寒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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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保监测站获大比武二等奖
本报讯（记者 郤立鹏 通讯员 郭

艳彤）日前，第二届北京市生态环境监
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落下帷幕，来
自全市16个区的环境监测机构、社会
监测机构和市直属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等单位的 85名选手在为期两天的比
赛中一较高下。我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3位技术人员参与竞赛，并获得“团体
二等奖”，王慧和许超分别获得“个人
二等奖”和“个人三等奖”。

据了解，此次大比武活动由北京
市生态环境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等部门共同举办。活动包括理论知
识考试和现场操作竞赛两部分，分为生
态环境监测综合比武和辐射监测专业
比武，重点考核参赛人员的理论知识、

仪器操作、质控技术、评价技术和综合
分析能力。综合比武内容包括地表水、
地下水、大气、温室气体等多种环境要
素的监测技术，辐射监测专业比武内容
包括电离辐射环境监测与电磁波辐射
环境监测技术。

比赛中，我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参
赛队员沉着应战、稳定发挥，有条不紊
地进行各项检验操作，高质量地完成
了比赛任务并获得了理想成绩，为我
区生态环境监测队伍争得荣誉。“通过
这次比武，我们看到了自身与其他区
优秀监测队伍之间的差距。”王慧说，

“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修炼内
功、提升技能，做好本职工作，为家乡
高质量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共庆教师节 百余名优秀教育工作者受表彰
本报讯（记者 董明昊 通讯员 刘长

旺）昨天是第35个教师节，区教委召开
2019年延庆区庆祝教师节大会，来自
区教育系统等近 300名教职工欢聚一
堂，共同庆祝教师节。10家先进单位
和 143 名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受
表彰。

会上，区教委相关负责人宣读了
《区教工委、教委、教育工会关于表彰
“延庆区教育系统先进单位、优秀教师、
优秀教育工作者”的通报》，并先后为
10家教育系统先进单位、98位优秀教
师和 45位优秀教育工作者颁发奖牌、
证书，希望他们进一步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为延庆教育事业改革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随后，受到表彰的优秀教育工作者、
援藏教师代表和优秀教师代表先后上台
发言，分享自己在教育工作中的经验和
感悟。区第一中学校长陶汪来分享了自
己在学校推行生态教育中的举措和经
验；康庄中学援藏教师张宏则回顾了自
己前往藏区支教的经历和感受；区第二
幼儿园教师李剑飞围绕用爱与智慧引领
孩子快乐发展的主题，细致地总结了自
己在开展幼儿教育中获得的心得体会与
教育方法……“能够在庆祝教师节大会
上作为代表发言，我的内心非常激动，这

是大家对我工作的认可，对我所付出的
努力的肯定。”李剑飞说，“今后，我会继
续努力奋斗，将自己的爱与知识送到更
多孩子身边，让他们健康成长。”

今年以来，我区教育事业在多方支
持下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教育系统全
体干部教师紧紧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的工作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
改革，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为延庆教育
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延庆中高
考成绩取得质的飞跃，共5名学生考入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6名学生被飞行
员相关专业录取，107名学生考入艺术
类本科院校，高中教育全面发展和个性

培养的局面基本形成。同时，区第一中
学被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
号，区第一职业学校教师康柏利被授予

“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区第一幼儿园教
师解春荣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这些荣誉不仅是国家对于延庆学校和
教师所给予的肯定，更是对延庆教育事
业健康发展的肯定。

本次庆祝表彰大会是 2019年延庆
区庆祝教师节的系列活动之一。下一
步，我区还将举办慰问一线教师、“为教
师亮灯”公益活动、教师座谈会等形式
丰富的庆祝活动，为辛勤的“园丁”们送
去慰问和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