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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通告
为保障我区森林资源安全，全面做好森

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根据《森林防火条
例》及《北京市森林防火办法》，现将做好我区
森林防火工作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每年的10月15日至次年6月15日为
我区的森林防火期，其中，1月1日至４月30
日以及二级（橙色预警）以上的火险天气为
森林高火险期。

二、全区森林防火区划分为三级：
一级森林防火区，指山区乡镇和半山区

乡镇山区部分、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重点
有林单位、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投资重点
公益林及其边缘外侧50米范围之内（村镇驻
地除外）。

二级森林防火区，指半山区乡镇平原部
分百亩以上成片有林木地区及其边缘 30 米

范围之内；川区乡镇百亩以上成片有林木地
区及其边缘30米范围之内。

三级森林防火区，指一、二级防火区以
外地区的国有、集体、个人经营的速生丰产
林、苗圃、果园、村镇公园、四旁林网、农田林
网、护路林、护岸林、宜林地等。

三、一级防火区为森林高火险区。
四、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不得在防火

区野外用火。因防治病虫害、冻害等特殊情
况确需野外用火的，用火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持用火方案和防火方案，经区园林绿化行政
部门审核后，报区政府批准；进入森林防火区
进行实弹演习、爆破等活动的，相关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持活动方案和防火方案，报市园林
绿化行政部门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因处置突发事件和执行其

他紧急任务需要进入森林防火区的，应当经
其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必要的防火
措施。

五、森林防火期内，进一、二级防火区要
自觉接受森林公安的检查，未经区园林绿化
行政部门批准，严禁携带火种。进入自然保
护区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学习、参观考察、拍
摄影片、登山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
市级以上园林绿化行政部门同意。

六、森林高火险期内，在森林高火险区
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进入森林高火险区的，
应当经区政府批准，严格按照批准的时间、
地点、范围活动，并接受区园林绿化行政部
门的监督管理。

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
移动、拆除森林防火设施设备和标识。

八、禁止在防火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
上坟烧纸、施放孔明灯等可能引发森林火灾
的行为，违反规定不听劝阻的，根据有关规
定进行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九、扑救森林火灾以专业森林消防队伍
为主要力量。不得动员残疾人、孕妇、未成
年人以及其他不适宜参加扑救森林火灾的
人员参加扑救工作。

十、任何单位和个人一旦发现森林火
情 ，应 当 立 即 报 警 。 延 庆 区 森 林 火 警 电
话：69101765。

特此通告。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
2020年 10月 14 日

我
区
企
业
参
与
项
目
荣
获
科
学
技
术
奖
二
等
奖

本报讯（记者 郤立鹏 通讯员 闫婷
杰）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上，由中关村延庆园企业北京中科
宇清环保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高稳态
高安全的雨水径流污染全过程多重控制
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 2019年度北京
市科学技术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

据了解，北京中科宇清环保有限公
司是一家致力于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
水污染防治等领域总体规划、工程设计
与装备研发的环保型企业。“高稳态高安
全的雨水径流污染全过程多重控制技术
及应用”项目集成了“源头负荷削减——
传输过程多方位控制——末端深度净化
安全保障”全过程径流污染控制技术，高
效率、低成本、全方位地实现对雨水中污
染物的多目标去除，保障系统运行稳定
性和水质安全。其中，由北京中科宇清
环保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排口技术
和高效富氧技术，在“传输过程多方位控
制”和“末端深度净化”两个过程中得到
运用。

据悉，北京中科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分设突出贡献中关村奖、杰出青年中关
村奖、国际合作中关村奖 3类人物奖和
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
奖 3类项目奖，2019年度共有 154项成果
获奖。

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对高科技类
企业培育力度，设立总额为 2亿元的科
技创新基金，支持中小型企业创新发展，
并连续两届举办创新创业大赛，持续开
展近 40场应用场景对接会，为园区聚集
创新要素、提供更多应用场景。此外，中
关村延庆园持续加强产学研协作，与农
大、北体大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开展合作，
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以科技创新推
动区域经济社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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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小蕊 通
讯员 李丹）“过去这个点儿回
家总是黑漆漆的，新安的路
灯亮了后，我们回家的时候
不害怕了，也更安全了。”家
住张山营镇东门营村的刘晓
旭开心地说。国庆节当天，
经过多轮测试后，京银线上
的 384盏路灯开始绽放华光。

夜幕降临，遥望整条京
银路，在灯光的映衬下犹如
一条发光的银河。张山营镇
西安庄村到东门营村路段，
很多村民骑着自行车、电动
车经过，虽然没有开车灯照
明，但整条道路非常明亮，有
效保障了市民出行安全。

“新安了路灯方便多了，
扭秧歌不用再拿手电筒了。”
在最西端的张山营镇下营村
路段，几位村民拿着秧歌扇
在路上走着，边说边笑。

据了解，路灯从松闫路
路口开始安装至下营村桥结
束，全长 15公里。伴随着京
银路大修，今年 5月，冬奥会
环境建设项目一期路灯工程
也随之展开。经过 4个多月
的安装调试，于 10 月 1 日正
式亮灯。本次安装的路灯均
为 LED 材质，较普通材质路
灯更加环保且无污染、耗电
少、光效高、寿命长。

亮灯后的京银线为张山
营镇西安庄村、胡家营村、西
五里营村等 8个村庄村民夜
间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不
仅如此，作为冬奥会迎宾大
道上的照明项目，完工后，再
次为冬奥会的环境建设添砖
加瓦，增加了各项赛事活动
期间相关人员在夜间通车的
安全系数。

进入防火期 我区多措并举筑牢森林防火安全网
本报讯（记者 郤立鹏 席瑞媛 通讯员 李辛

杨奇岩）从昨天起，我区正式进入 2020—2021
年度森林防火期。我区各部门始终绷紧森林
防火这根弦，多措并举筑牢森林防火安全网，
为冬奥会测试赛成功举办保驾护航。

秋冬季天气干燥，森林防火形势严峻，施
工地更是防火重地。此外，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场地预认证活动将于10月下旬举行，冬奥会系
列测试赛也将于 2021年年初陆续开展，新形
势、新任务对我区森林防灭火工作提出了新标
准、新要求。我区严格落实市、区两级要求部

署，以最高标准、最强组织、最实举措保障森林
资源安全。目前，区森防办与冬奥核心区三家
施工总包单位均签订了《森林防火责任书》，要
求各单位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监管，落实各项防
火工作任务、责任和防范措施，确保施工区域
及周边森林资源安全。

区应急局、园林绿化局加大工作力度，严
格开展冬奥赛区森林火灾隐患排查工作，建立
工作台账，确保逐一整改。区重大办监督指导
北控京奥以及各总包单位履行好各自职责，严
格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并对自身所负责区域进

行隐患自查自清，加强对各总包单位队伍的防
灭火技能培训，切实提高冬奥赛区发生火情的
前期处置能力。

不仅如此，我区还将组织开展为期两个月
的乡镇队伍规范化建设和隐患排查治理专项
行动，进一步提高各单位对森林防灭火工作的
重视程度，将各项防火责任落实到位。

自 10月 1日起，由区应急、园林部门成立
两个督查组，对各乡镇森防队规范化建设和隐
患排查整改工作进行督查，确保将森林火灾风
险隐患消灭于萌芽之中。

9月 1日，今年新招录的 100名森林消防
员经过培训后正式上岗，待张山营森林消防中
队成立后，将优中选优，选派尖子兵到张山营
森林消防中队工作，承担起为冬奥会成功举办
保驾护航的职责。

“森林防火形势严峻、责任重大，我们将严
格落实市、区各项工作部署，以良好的精神状
态，务实的工作作风，过硬的措施保障，扎实做
好防灭火各项工作，保护森林资源安全，为冬
奥会成功举办提供坚强保障。”区森林防火应
急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任营文说。

小小“红心果”敲开果农“致富门”
本报记者 张思琦 刘嘉豪

又是一年苹果红。近日，在旧县镇常家营村的
秀美沟域中，800余亩爱菩瑞德红心苹果喜获丰收。
一棵棵自瑞士引进的“贵族”红心苹果树进入盛果
期，漫山遍野的累累硕果，让农民喜上眉梢。

据了解，引种红心苹果的爱菩瑞德红心苹果园
2016年从瑞士引进了 10万余珠“苹果中的贵族”
——“红色之爱”红心苹果树苗，采用国际先进的矮
化密植、立架格网栽培、水肥一体化等技术，通过人
工与机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种植，历经了 4个春夏
秋冬的精心培植，今年终于迎来了盛果期，预计产
量将达 40万斤。

小小“红心果”，不仅丰富了当地苹果品种，也
成为改变村民命运的果实。果园内近年来培养了
50余名具备果园管理技能的当地村民，主要负责日
常养护、除草、剪枝等工作，一年下来，为当地村民
创收约 200万元。

“在果园打工离家近，一年还有两三万元的收

入，真的很不错。”旧县镇常家营村村民刘海花说。
产业增收是乡村振兴的长久之策，一个好产业

带动一条产业链。随着果园休闲采摘活动的开展，
客流量逐渐增长，周边村庄的民宿与农家乐快速发
展，游客既可以采摘红心苹果，还可以欣赏原生态
乡村美景，品尝乡村美食，同时带动了周边村庄村
民增收致富。

“几年来的种植实践证明，延庆的环境非常适
宜种植红心苹果，好吃好看、营养保健的特色也被
社会各界所认可和喜爱。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秉承
绿色无公害生产标准，努力打造产出高效、产品安
全、资源节约的果园，让更多农民通过苹果产业增
收致富，过上好日子。”爱菩瑞德红心苹果园负责人
郑文松说。

与此同时，张山营镇域内的 5000余亩红富士、
国光等多个品种的苹果也进入了采摘期，沉甸甸的
苹果压弯枝头，像一张张红彤彤的笑脸，散发出沁

人心脾的果香。果农们一边忙着采摘，一边不忘
联系销售，果园内到处都洋溢着收获的喜悦。据
悉，今年张山营镇苹果总产量预计可达 1300余
万斤。

供暖倒计时 延庆冬季供暖准备工作全面启动
本报讯（记者 郤立鹏 通讯员 赵瑞

美）入秋后，天气愈发寒冷，我区冬季
供暖准备工作也全面启动。自 10月 9
日起，北京京能延庆热力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京热延庆公司”）陆续开
展主城区供暖上水打压工作，计划月
底完成主城区全部供暖用户的上水工
作并开始进行冷态运行。

目前，我区主城区已有多个小区
张贴了《暖气上水通知》，提醒广大采
暖用户特别留意小区告示栏张贴的上
水通知。“为确保供暖季正常平稳运
行，请广大居民根据通知的具体上水
时间，合理安排家中留人。如发现暖
气跑冒滴漏现象，及时拨打各站报修
电话，维修人员将 24小时不间断值守，
第一时间安排上门检修。”京热延庆公
司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京热延庆公司共有 2个供
热服务中心，50座换热站，负责辖区内
615 万平方米供暖面积的供暖任务。

为切实解决住户供热问题，将“接诉即
办”转变为“未诉先办”，2020年京热延
庆公司共对辖区 42206户居民进行了
入户巡检，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
了整改，确保供暖季期间住户家中供
热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不仅如此，京热延庆公司在非供
暖季积极开展老旧管网设施维修改造
工作，所有项目计划于 10月底完成，为
供暖季供热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为方便广大采暖用户交费，今年
京热延庆公司新开通微信公众号、支
付宝线上缴费方式，让广大用户足不
出户缴纳取暖费。

按照北京市相关文件规定，社区
民用住宅取暖费按照每建筑平方米 30
元/季收取，非民用建筑取暖费按照每
建筑平方米43元/季收取。2020—2021
年供暖季居民缴费周期为 5月 1日至
12月 31日，非居民用户缴费周期为 5
月 1日至 10月 31日。

各换热站维修电话及所辖区域

换热站名称及报修电话、客服手机

川西站
电话：69104300；17338167632

妫川站
电话：69148023；17319073220

石河营站
电话：69102474；17338160751

西关站
电话：69180432；17338167195

新兴站
电话：69144123；17319367951

一区站
电话：81191018；17319210335

二区站
电话：81191076；17316112895

新兴小区收费大厅电话：6918 7400 格兰山水一期收费大厅电话：6914 3430 国润家园收费大厅电话：8119 2085

供暖区域

川北小区；东外小区；小营小区；东关新区；湖北小区 1—5号楼；胜芳园小区 12号楼

尚书苑小区；格兰山水一期；温泉南区东里 1—12号楼；高塔小区 7—16、18、19、44、46号楼；孟家庄 63号院；孟家庄路 61号院；庆园街
82号院；温泉花园；党校家属楼；恒安小区 27A、28A号楼；新兴小区 51号楼；孟家庄；庆园街别墅；世爵华府

石河营小区；双路小区；泰安小区；石河营东街；湖北小区 31-34号楼；石河营建材城；检测场；良友综合楼（东外大街 61号）；五铁六厂
家属楼；兴运嘉园小区

康安小区；永安小区；悦安居小区；西湖园小区；温泉馨苑；一建住宅、西街 19号；北街 1—3号楼；胜芳园小区 1—11号楼；温泉南区东
里甲 1号；儒林苑小区；北关；温泉西里小区；三里河温泉小区；新华书店住宅

新兴小区；香苑小区；恒安小区；高塔小区 1—6号楼；天润和丽嘉苑小区；火车站小区

威龙电机住宅楼；湖南小区；公安小区；妫水南街；工行宿舍楼；莲花苑小区；燕水佳园二期；前门鞋厂；燕水佳园；莲花池村小区

南菜园二区；国润家园；颍泽洲小区；舜泽园小区；妫河丽景小区；文化用品厂小区；元件厂家属楼；煤炭公司小区；悦泽苑小区；上
都首府小区；妫水南街 20号；山水名院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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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启动出租行业文明创建暨“延庆的哥”创建活动
全面提升“的哥”道德素养 打造城市流动风景线

本报讯（实习记者 陈佳琪）昨天，出租行业
文明创建暨“延庆的哥”创建活动在八达岭国际
会展中心广场举行，“延庆的哥标兵榜样”评选
活动同步启动，进一步提高我区出租车司机职
业道德、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为北京 2022年
冬奥会举办提供优质交通服务。

此次评选旨在全面增强我区出租车驾驶员
的首都意识、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和服务意识，

展现出租车驾驶员的文明风尚，营造关爱出租
车驾驶员的社会氛围，让出租车成为城市的文
明窗口和移动名片。评选通过个人自荐和属地
企业推荐方式进行，将评选出“延庆的哥标兵”
110名，其中“延庆的哥榜样”10名。“延庆的哥
榜样”将获得每人 5000 元加油卡（电卡）的奖
励，“延庆的哥标兵”将获得每人 3000元加油卡
（电卡）的奖励。

“长期以来，我们的出租车司机群体
涌现出了不少榜样和典型。”区交通局党
组副书记李英铁介绍说，这些出租车司
机中，有的积极投身抗疫行动，有的是孝

敬父母的榜样，更多的是拾金不昧、乐于助人，
成为展示延庆人精神风貌的一扇流动窗口。

同时，我区行管部门也将通过检查出租车
车容车貌、驾驶员仪容仪表、安全服务设施等措
施，加强对出租企业的监管考核力度，保障选出
的“标兵”与“榜样”名实相符。此外，延庆区还
将加大出租车司机培训和职业技能提升力度，
提升“延庆的哥”在出租行业的竞争力，让市民
认可“延庆的哥”服务，让“延庆的哥”成为市民
出行的首选，成为大型活动保障的首选。

评选活动受到延庆区广大出租车司机的关
注，激发了广泛的参与热情。“作为延庆的一名

出租车司机，我一定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到安
全行驶，遵纪守法，礼让斑马线，提醒乘客注意
安全，更好地服务乘客，争取当上‘的哥标兵’，
为首都增光，为延庆添彩。”妫川出租有限公司
司机任占军说。

据了解，“延庆的哥标兵榜样”评选将作为
一项长期创建工作，每年开展一次，激发全体出
租车驾驶员学习榜样、争当榜样的热情，为服务
保障冬奥会营造便捷文明的公共交通服务环
境，让出租车成为延庆的流动名片。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黄克瀛，
区委常委、副区长刘瑞成出席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