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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环线三期道路工程
征拆工作启动

本报讯（记者 席瑞媛 通讯员 陈雨乔）
近日，记者从区重大项目服务中心了解
到，今年 11月，我区启动南山环线三期道
路工程征拆工作，该工程共涉及永宁镇、
井庄镇和大榆树镇的 17个村和 2个镇经
济联合社，预计今年内完成地上物补偿工
作。截至目前，大榆树镇已完成地上物清
登工作，另外 2个镇正在推进中。

据了解，该项目西起南山环线一期，
东至昌赤路，全长约 19.8 公里，按照二级
公路标准建设，设置了双向两车道，全线
设置隧道 2 座、桥梁 19 座，用地总面积
1041.08亩。按计划，工程将于 2023 年开
工，建设工期 36个月。道路建成后，对完
善延庆区域路网结构、促进全域旅游协同
发展、提高南部山区应急抢险救灾能力方
面起到重要作用。

11月 10日，区重大项目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带队前往清登现场检查工作开展
情况。在清登现场，测绘公司和评估公司
的工作人员手持卷尺、测距仪等工具对征
拆范围内树木、房屋等地上物进行清点、
记数、拍照和测量登记，为确保所有信息

准确无误，清登人员主动向涉及征拆的村
民了解地上物情况，不漏记一棵树、不错
量一寸尺，积极和村民达成共识，确保征
拆清登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同时，相关
部门人员也在清登现场热心解答村民问
题，通过向村民解释征拆政策、普及相关
法律法规，减少村民对征拆补偿标准的
误解。

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房屋征收范围确
定后，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
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
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不
予补偿。“自征地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在拟征收范围内抢栽抢建，
广大市民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在严格执
行各项工作程序的同时，将严厉打击各类
违法行为，确保征拆工作顺利进行。”区重
大项目服务中心公路拆迁科负责人左利
猛说。

区重大项目服务中心副主任田雨峰
说：“下一步，区重大项目服务中心将继续
稳步推进征拆补偿和征地手续办理，为项
目顺利开工创造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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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峡关谷内
手绘长城墙画添景致

本报讯（记者 张思琦）11月初，京西
北长城脚下，八达岭镇的石峡关谷内，一
幅由八达岭镇与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
联手打造的墙绘作品——“长城风景文
化画卷”正式亮相，成为新晋网红打
卡地。

据了解，石峡关谷休闲农业集聚区位
于八达岭镇西南部，包括外炮、里炮、帮水
峪、石峡四个行政村，全长约 8公里。这里
是八达岭镇长城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花
家窑长城、石峡关长城耸立山脊，长城联
墩、城堡遗址遍布沿线。长城风景文化画
卷全长 250米，旨在用文化艺术为石峡关
谷增添靓丽底色，不断推进“长城文化带”
建设和中国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共同助
力乡村振兴。

走进里炮村，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
来，巍峨的城墙、连绵的青山，外墙上连绵
不绝的长城文化墙绘令人耳目一新，原本
单调的墙面有了特别的灵气。景观画面
取自八达岭镇域内罗锅城、花家窑等景

色，彰显出八达岭镇浓厚的长城文化
氛围。

“每天开车路过这里，都能看到这里
的墙绘作品，和以前光秃秃的墙面比起
来，好了太多，游客来这里采摘都能看到
我们村的墙绘，不仅提升了我们村的颜
值，而且还丰富了游客的游玩体验。”里炮
村村民沈学军说。

据悉，画卷绘于石峡关谷里炮村的园
艺小镇外墙，这个以苹果、盆景、民宿闻名
的村庄，正有佳果盈筐。小镇外是白墙青
山、巍巍长城，让游客从快节奏的城市生
活中慢下来，欣赏这里独特的长城美景，
感受采摘之乐。

“下一步，八达岭镇还将携手北京联
合大学艺术学院，深入挖掘长城、民俗和
非遗文化、探索文旅产业协调发展路径、
开展文创设计与转化工作，为争当‘长城
文化带’建设排头兵，加速建设长城文化
旅游国际名镇作出不懈努力！”八达岭镇
党委宣传委员高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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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余种郁金香播种康庄产业孵化基地
本报讯（记者 陈争 通讯员 张宏民）11 月 17

日，在位于康庄镇屯军营村的北京春日农场内，国
泰、世界喜爱、荷兰美人等 40余种郁金香种球随着
播种机轮带的分拣，均匀地掉落在松软的土壤里，
待明年郁金香长成后，部分花卉将迁栽至北京世
园公园，打造郁金香大地景观。部分种球通过扩
繁的方式，进行分拣、再种植，其他商品球将进行
销售。这一举措也是北京世园公园进一步丰富我
区花卉品种、采取进口+自主研发培育花卉的一次
有益尝试。

来到北京春日农场，300 亩土地已经平整，
工人正在将一箱又一箱郁金香种球倒入一台大
型播种机中。满载郁金香种球的机械驶过大
田，一条宽约 120公分的田间随之形成。技术人
员轻轻点一下操作台上的按钮，被两层白色种
植网包裹着的郁金香种球便被深埋在泥土里，
等待明年破土而出，形成绚丽的景观。来自荷
兰的技术专家 Marcel Pronk 和 Jim Johannes Stoop
一行，操纵着设备在田间穿梭，与技术人员一同
播种。

据了解，本次种植的 300亩郁金香种球大部
分由荷兰进口，种植技术、种植机械均源自荷兰，
并经过本土化处理，更适用于延庆的生产作业。
其余小部分郁金香种球为国内自主知识产权
品种。

郁金香网袋机械种植公司创始人 Marcel
Pronk说：“延庆的气候非常适合郁金香生长，我们
也希望看到荷兰郁金香能够在延庆繁殖，在中国
开出更加绚烂的花朵。”

延庆气候冷凉，适于发展冷季型球宿根花卉
产业，发展集聚种业、景观、旅游为一体的、高价
值球根花卉产业是延庆区现代园艺产业发展的
必然选择。北京世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结合世园会后续利用，依托延庆区现有球根花
卉资源，发展球根花卉种业产业，通过本次种植，

力求解决郁金香种球依赖进口现状，并实现现代
化、标准化种植生产。建立以康庄镇为中心的球
根花卉种业产业孵化基地，并在世园公园起到郁
金香应用场景展示功能作用。同时，带动当地农
户实现机械化种植，实现郁金香种植与农业二、
三产的紧密融合发展，最终实现花卉生产及休闲
农业同步发展的效果。本次郁金香种植是北京
世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现代化郁金
香种业产业上的一次探索，也是对延庆美丽乡村

建设的一次助力。
北京世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赵培杰说：“农科公司作为世园公司的二级
子公司，要发挥国企担当，按照国家种业行动方
案，结合世园会会后利用，助力北京延庆林果花
草蜂药种业创新孵化基地建设，通过世园公园这
个平台，开展郁金香种业产业孵化项目，提升公
园景观的同时进行种质研究，产生更多的经济
效益。”

隔离不隔爱 我们守护您！
“有什么需求您随时打电话，我们会帮您

解决。”
“您别担心，我们这里有专业的医护人员，会

及时注意老人的身体状况。”
“我们会让食堂做孩子能吃的饭，您放

心吧。”
……
自入驻北科一区集中医学观察点以来，工作

人员每天几乎电话不离手，24小时在线，耐心地
处理一个又一个集中医学观察人员遇到的各种
问题，常常忙到凌晨两、三点钟。每一件看似再
普通不过的“小事”，都牵动着工作人员的心。

10 月底的一天晚上，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
起，“组长！吴先生作为风险管控人员将被转
运到咱们这儿，本人自述有严重的冠心病。”接
到电话后，北科一区集中医学观察点医疗组组
长卢光辉第一时间让医护人员将隔离观察人员
安顿好，然后迅速查阅人员信息，并电话联系
吴先生，询问目前身体状况。当得知吴先生目
前正处于等待心脏支架治疗期间后，他一边研
究病情一边安抚吴先生的紧张情绪。为了随时
了解吴先生的身体状况，卢光辉与吴先生约
定，除每日正常上、下午医护巡诊外，每隔 3 小
时与吴先生通话一次，确认吴先生身体状况。
卢光辉还细心地叮嘱吴先生，如出现急性胸痛

胸闷等症状立刻联系，若无法正常说话，可敲
击电话。

怕有突发状况发生，当天夜里，卢光辉与同事
时丽萍、刘丽丽等人通宵不眠。次日凌晨 2时 29
分，吴先生自诉胸闷呼吸困难，卢光辉立刻联系
120转运，经医院检查治疗后，吴先生于 10月 29日
上午 10时平安返回隔离点。“这里的工作人员都特
别细致，能及时解决我们的诉求，让我们在集中观
察期间很放心、很安心，也感受到了温暖。”吴先生
颇为感慨地说。

集中隔离期间，市民难免紧张，情绪焦虑。“这
些我们都特别理解。”在工作人员看来，回应每一
个诉求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11月初的一天，
晚上 7点左右，北科一区集中医学观察点副组长李
蕴哲刚刚挂断咨询电话，便接到一位来自张家口
的母亲的电话，“您好，我们是张家口返京人员，我
和孩子刚到咱们这里，我孩子刚 1岁多，吃不了咱
们的饭，能做点面条吗？”“您别着急，我马上解
决。”挂断电话后，李蕴哲首先查看刚刚新收住人
员名单，又从中发现 1名从张家口返京的 1岁多幼
儿，他立即联系食堂为两个孩子做面条、疙瘩汤
等，并反复叮嘱食堂，在孩子们离开前，一日三餐
都单独准备幼儿餐。

随后，李蕴哲又几经周折，联系到条件相对较
好的集中医学观察点请求预留房间，在做好防控
条件下安排将幼儿和家长转运。当天晚上 9时，仅
仅不到两个小时，幼儿和家长就坐上了转运车，前
往条件较好的隔离点，而李蕴哲和他的同事们也

终于能坐下来吃晚饭了。
每天处理各种突发状况已经成为工作人员

的日常。11月上旬一天的晚上 10点，李蕴哲接到
当日解除隔离人员李先生的电话，说自己遗失了
证件和重要的记事本。李蕴哲二话不说，立即联
系工作人员穿上防护服，到房间查找。薄薄的身
份证和小小的记事本找起来并不容易，稍不留神
就会被忽略。工作人员在房间里仔仔细细翻了 3
遍，才在裹起来的被褥里发现了记事本，但身份
证却依旧没有找到。“会不会是在转运时遗失
的。”李蕴哲仔细回忆了当天李先生的行动轨迹，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辗转联系到了转运司机。
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大巴车上找到了李先生遗
失的身份证，并连同记事本一起快递给了李先
生。收到失而复得的物品时，李先生再三感谢，
并特意拨打了“12345”热线电话，表扬工作人员的
尽职尽责。

“身为集中医学观察点的工作人员，我有责任
和义务帮助这里的每一个人解决诉求，安抚焦虑
的情绪，让他们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感受到家人
般的关怀。”李蕴哲说。

集中医学观察点的工作还在继续。面对疫
情，这里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连夜奋战，高强度
的工作产生了疲惫感，却击不垮战胜疫情的信心
和斗志，他们时时刻刻关注着、关心着隔离点的每
一位集中观察人员，用朴实的行动，让集中医学观
察变得充满温暖和感动，凝聚起打赢疫情防控歼
灭战的强大合力。

本报记者 陈争

荷兰技术专家操纵着设备在田间穿梭 陈争摄

我区召开贯彻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工作推进会
暨区食药安委全体会议

本报讯（记者 任颖）11月 21日，我区召开贯彻
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工作推进会暨区食药安
委全体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主任会
议精神，对《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
规定》《延庆区食药安委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
分层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 推
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落地落实的意见>实施
方案工作》贯彻落实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区委副
书记、区长叶大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讲政治担当，认识落实“两个责
任”重要意义。深入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四
个最严”要求，按照中央、市委，以及区委部署要
求，以落实“两个责任”为抓手，反复抓、抓反复，

持续发力，常抓不懈，确保各项措施在延落地
落实。

会议强调，要抓住重点，厘清“两个责任”核心
内容。明晰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的核心
内容。健全责任体系，做到“党政同责”，责任分层
分级落实。明确责任清单，准确领会掌握“三张清
单、一张承诺书”的具体任务和要求。畅通工作机
制，实现“属地责任”和“企业责任”的衔接贯通，包
保责任与监管责任衔接有效。加强培训，为企业
责任落地、行业监督有效、属地管理到位奠定坚实
基础。

会议强调，要重组织统筹，推动“两个责任”落
地见效。抓好统筹，建立乡镇街道级落实“两个责

任”组织领导工作机制，一体推进“两个责任”落实
与行业部门日常执法检查，协同谋划属地日常管
理工作，健全优化工作机制，务求工作实效。抓好
部署，加快建立工作台账，按照分级清单化明确职
责任务，扎牢末端食品安全防线。抓好督促，进一
步强化工作指导，加强区、乡镇街道两级食药安委
工作统筹协同，督促各级包保干部开展好管理监
督工作，加强对社区（村）的督促与管理。加强督
查考核，及时通报并督促问题整改，以落实“两个
责任”为契机，真抓实干，上下协同，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食品安全，为建设生态文明幸福最美冬奥城
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环境。

副区长任江浩出席会议。

我区召开2022年第二次接诉即办专题会
本报讯（记者 陈扬）11月 21日，我区召开 2022

年第二次接诉即办专题会，梳理总结前期工作，安
排部署下阶段任务，推动全年工作圆满顺利收官。
区委副书记、区长叶大华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提升认识，用狠劲冲刺目标任
务。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打主动战、下先
手棋，坚持“一把手”亲自调度，主管领导积极协
调，各单位全体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统
筹解决个性问题和共性问题，抓好短期治理和长
期治理，把接诉即办和地区治理、行业管理有效
结合，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面提升工作水
平。要聚焦重点，用拼劲攻克难点问题。高度重

视涉疫诉求，坚持快办即办，做到接到工单后第
一时间处理，第一时间报告。强化诉求数据动态
监测和分析研判，及时梳理问题点位和台账，提
前制定工作措施，化解风险。加强部门间协调联
动，提高综合执法效能，确保群众诉求及时稳妥
解决。

会议强调，要加大工作力度，用稳劲做好年
底收官。梳理任务清单，明确完成时限，推动各
项工作有效开展。做好年终总结，广泛宣传优
秀经验做法。用好民生大数据，找出治理体系
能力短板，加紧谋划明年街乡镇主动治理、“每
月一题”等工作。要细化制度措施，用韧劲提升

工作效能。按照《条例》赋予的权限和职责，积
极主动开展工作，切实把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坚持首接负责制，首接单位一办到底，协办单位
积极配合，确保各类派单无遗漏、有人管。发挥

“吹哨报到”作用，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打开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持续优化闭环管理
机制，提高工单办理效率，推动全区接诉即办工
作高效开展。

会上，城指中心汇报了接诉即办工作进展情
况、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相关部门进行交流
发言。

区委常委、副区长丁章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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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扬）11月 21日，区政府以电视电话会议
形式召开常务会议，研究 2022年度我区农民增收情况等事
项。区委副书记、区长叶大华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 2022年度延庆区农民增收情况的汇
报，强调，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农民增强才干技能，提高就业能
力，带动自身增收致富。要聚焦产业发展，不断完善产业经
营体系，持续开展“妫水农耕”区域农产品品牌建设，实施农
产品本地加工，加强有机农业扶持力度，多渠道助推农业产
业增值。要盘活各类资源资产，提升改造一批休闲农业园
区、民宿接待户，继续做大乡村精品民宿规模，通过就近就
地就业、房场出租、民宿周边农产品销售、乡村民俗文化输
出等多样形式，带动形成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要落实各
项保障措施，确保涉农补贴应发尽发，提高社会救助水平，
推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参保各项任务，合理提高转移性
收入。

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的汇报，强调，
要提高站位，充分认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的重要性，切
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结合我区实际全面落实落
细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任务。要加强自身建设，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同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深刻领会“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
通城乡要素流动”的思路和做法，提升工作能力水平。要坚
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党组织对乡村组织的领导核心
作用，凝聚发展合力，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
局。要细致梳理现存短板弱项，举一反三、及时整改，确保
我区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助力北京世园公园打造大地景观

对照市级部署要求，科学
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切实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学校、餐饮单
位、文化娱乐场所等重点点位要持续加
强防疫管理，全力抓好优化措施的落地
执行。

会议强调，要加强对外来人员的防疫
管理。对本市来延返延人员，要加强提示
提醒，引导他们按照疫情防控相关政策规
定和要求，做好报备登记、核酸检测等工
作，自觉落实不聚餐、不聚会、不前往人员
密集场所等要求。对外省市来延返延人
员，要实行好落地“三天三检”，严防输入
性风险。一以贯之做好“三口”查验，全力
把好“入口关”。

会议强调，要提高工作预见性，进一
步强化风险隐患摸排。紧盯民宿农家院、
小旅馆、出租房屋、闲置房屋、小作坊等重
点场所，进一步加大摸排力度，确保不留
风险隐患。

会议强调，要做好已处置疫情的收尾
工作。争分夺秒、有序高效开展好流调

溯源、密接转运等工作，全力与病毒拼速
度、与疫情抢时间。“5+N”专班要与相关
街道乡镇、行业部门加强衔接联动，对照
流调报告，在深挖细排每个病例的基础
上，紧盯“人、点、线、面”各个环节，认真
梳理完善、及时查漏补缺。各属地要切
实担负起兜底责任，全力做好后续核酸
检测、安全管理等各项工作，确保风险捞
干筛净。各行业部门、乡镇街道要聚焦
疫情处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举
一反三，在强化风险排查和规范管理上
下更大功夫，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堵塞防
疫漏洞，确保用一个问题整改带动一类
问题解决、推动一方面工作提升。加强
复盘梳理和经验总结，找准存在问题、抓
住薄弱环节，采取针对性措施，进一步优
化处置流程、提高处置能力、提升处置质
效，努力把疫情防控安全网织得更密、扎
得更牢。

在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各工作
组担任组长、副组长的区领导在主会场和
视频分会场参加会议。

（上接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