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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实施惠农强农项目助推帮扶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区农业局
近日紧密结合机构职能，主动担当
作为，整合政策、项目和资金，聚焦
农业科技帮扶，集中实施惠农强农
项目，推动提升帮扶效果。

况。经过分析会商，专家组逐一开
出了施用高效氯氰菊酯、甲霜灵锰
锌和丙环唑防治、追肥、人工拔除菟
丝子的
“药方”
。

实施 50 亩藜麦示范种植项目

区农业局巩固送种下乡活动成
果，
把配送优质种子进村入户项目延
长到 5 月底，最大限度地满足山区群
众春季购种用种需求。所有种子品
种都是农户自主选择的，经过村、镇
两级机构报送到区农业局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农资服务科。该科做好分
类汇总后，
到我市优质种子经销商处
集中统一购买，并逐一配送到各镇，
再由各镇按照订购名册发放到农户
手中，
解决了农户识别种子优劣能力
不高，单户订购种子数量少，运输成
本高的实际问题。
截至 5 月底，区农业局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共配送优质大田种子 1.9 万
余斤，
种子品种主要有玉米、花生、黄
豆等 11 个品种，
覆盖了我区清水、斋
堂、
雁翅、
王平、
妙峰山、
军庄、
潭柘寺、
永定8个镇。目前，
种子长势良好，
出
苗率成活率平均在 90%以上，
起到了
促进农户增收的积极作用。

该项目是区农业局聚焦低收入
帮扶争取的市级试验示范种植项
目，种植品种主要为陇藜 1 号，此外
还有部分陇藜 2 号、3 号、4 号以及
F1、A4、Z4 的试验种植，选取种植
地块分布在斋堂镇马兰口、潭柘寺
镇桑峪村、潭柘寺镇南辛房村。藜
麦为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是原产
于南美洲的一种粮食作物，具有非
常高的营养价值，是联合国粮农组
织认定的唯一的完美营养食品，
?被
誉为“未来的超级谷物”
“营养黄金”
等。同时还具有耐寒、耐旱、耐贫
瘠、耐盐碱等特性，一旦种植取得成
功，将对地区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
发展产生重要意义。
近期，我区藜麦试验种植出现
病虫草害，为有效遏制病虫草害蔓
延，把藜麦试验示范种植这件好事
办好、实事办实，区农业局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联合区科协共同邀请北京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北京市植物保
护站、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专家
组一行现场到我区藜麦种植地块查
看田间生长情况及病虫草害发生情

配送 2 万斤优质大田种子

发放国补机具田园管理机
区农业局密切关注我区农村地
区农业机械化需求，不断宣传有关
国补机具申购政策。并于今年 5 月

份由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装备科
具体组织发放了总价值 45000 元的
国补机具田园管理机 9 台。该批机
具单价每台 5000 元，由国家和北京
市每台补贴 50%，农户及合作社只
需自付 2500 元/台，惠及清水和妙
峰山 2 个镇的 7 个农户及农民专业
合作社，借助国家政策，贴合群众需
求，进一步提升了我区农业机械化
水平。

推进农技骨干
入村下户帮扶指导项目
区农业局组建了农业发展科、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技术专家和
骨干组成的 41 人农业科技帮扶队
伍，并划分成 14 个小组，分别对应
帮扶 2-4 个低收入村。先后召开区
农业局农业科技帮扶部门与雁翅、
清水、斋堂、潭柘寺四个低收入相关
镇参加的低收入帮扶工作推进会；
农业科技帮扶部门农技骨干与低收
入村村级全科农林技术员的对接
会。并从今年 6 月起，按照每月至少
一次，分组入村调查农业发展实际
情况，认真同对应的低收入村两委
班子、村级全科农林技术员、种养殖
户座谈交流，听取村干部、村民的想
法和建议，收集帮扶意见。期间，区
农业局科技帮扶队伍还先后为低收
入村送去了：京翠白菜、
京红萝卜、
香

菜等近10个品种的秋播蔬菜种子；
快
菜、香菜、架豆、豇豆、黄瓜、玉米等新
品种种子 726 袋；
绿豆、红豆、黄豆等
杂粮新品种种子 220 斤；
鲜食玉米种
子104斤；
脱毒138、
龙薯9、
紫薯等品
种 3000 株，加快促进低收入农户增
收。

培训村级全科农林技术员
区农业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整
合资源，持续发力低收入村全科农
林技术员培训工作，加快提升农技
员能力素质。先后组织雁翅、斋堂、
清水及潭柘寺四个镇的低收入村
农技员参观通州区第五季龙水凤
港生态农场和金福艺农番茄联合
国两个农业产业园区；到北京国际
核桃庄园进行观摩学习，了解核桃
种植及相关产业发展知识，接受核
桃种植管理技术培训。到延庆马
铃薯博物馆和妫水人家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参观，学习了解马铃薯历
史、现状、发展及推广、应用，集体
参观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线，到妫水人家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学习农业经营模式。参加北
京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专家
蔬菜品种及栽培技术培训、区内高
级讲师讲解的果园土肥水管理培
训、北京农职院老师讲解的农村电
子商务应用技巧培训和果园安全
管理与经营培训。

拆除私搭乱建 营造良好环境
本报讯 为进一步巩固“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
行动取得的成效，彻底改善辖区的环境面貌，王平镇
环境办，城管分队联合王平物业公司对色树坟社区内
的私搭乱建进行集中拆除。此次行动共出动工作人
员 60 余人，铲车一台，清运车 4 辆，拆除私搭乱建 14
处，拆除面积 250 平方米，清理各类垃圾 60 吨。
拆除行动前，工作人员对社区内的私搭乱建排查
摸底、
拍照存档，
并制定拆除预案。同时，
针对存在的私
搭乱建情况，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自行拆除。
下一步，王平镇将加大对私搭乱建的查处力度，
对新增私搭乱建实行“零容忍”，确保辖区内私搭乱建
实现零增长；同时对整治工作进行追踪督导，防止出
现反弹现象；并及时进行绿化、美化和净化，完善功
能、
补齐短板，
促进社区环境管理制度化、
规范化。
王平镇/供稿

积极做好环保专项治理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邓垚）近
年来，为了改善地区环境，军庄
镇制定和完善了《军庄镇空气
重污染应急应对工作方案》
《低
端产业退出实施方案》等方案，
建立了空气重污染应急应对预
警方案的长效监督检查机制，
成立书记、镇长党政双重领导
的领导小组，规划建设办、安全
科、经济办、综治办、派出所和
镇城管分队组成的联合检查小
组。与各村居签订了《空气重
污染应急目标责任书》，定期召
开工作分析会、专题会等，确保
职 责 明 确 ，分 工 明 确 ，落 实 到
位，
监督到位。
据了解，按照《方案》要求，
军庄镇采取由各职能部门副职
带队排查及村居向上反映等形
式，对镇域内“三高”的低端产
业、企业、出租大院、脏乱差的
环境点、施工工地和承包户等
污染隐患点进行摸排，同时建
立台帐、短信平台告知和更新

制度，确保问题随时发现，随时
建帐，随时处理，按时销帐，逐
步完成对镇域内的污染隐患点
进行治理。
截 至 目 前 ，共 出 动 人 员
7000 余人次，车辆 150 余次，巡
查 150 余 次 ，发 送 短 信 500 多
条，发放停工通知单 20 多份。
同时，协调区环保局和镇城管
分队，加大夜查和违法处罚力
度，共查处违法行为 4 起，罚款
40 万 元 。 对 镇 域 内 的 裸 露 地
面，施工工地，堆物堆料等全部
进行了整治苫盖，苫盖面积达
50 多万平方米；完成对 6 家无
机料厂和 3 家型煤厂的关停工
作，切割拆除生产设备 30 多套；
清理外来人口 147 人，查封出租
大院 12 处，完成镇域内违法用
地、违章建筑等脏乱差整治点
24 处，拆除违章建筑 8000 多平
方 米 ，私 搭 乱 建、禽 圈 等 6000
多平方米，清理禽畜 400 多只，
腾退土地 200 多亩。

区农业局

培训低收入村全科农林技术员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区农
业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日前持
续发力低收入村全科农林技术
员培训工作，不断提升村级全科
农林技术员服务低收入村发展
的能力。
从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区
农业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组织
参观了通州区第五季龙水凤港
生态农场、金福艺农番茄联合
国、北京国际核桃庄园、延庆马
铃薯博物馆、妫水人家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带领村级全科农林技
术员学习核桃种植技能、马铃薯
产业化生产知识、农业公司经营
模式、农游融合发展途径。另外
积极举办培训，组织市、区专家
讲解蔬菜栽培技术、果园土肥水
管理、农村电子商务、果园经营
实务。
期间，雁翅、斋堂、清水和潭
柘寺 4 个镇低收入村农技员
500 余人次参加以上各类培训
和参观活动。

完成四方预验收

大干一场 全面开花

军庄镇掀起浅山区拆除违法建设高潮
建设面积 15600 平方米，整改违
法占地 23000 余平方米，疏解低
端人口 500 人。其中，卫片上帐
的 10 处违法建设、1 处违法占地
已全部拆除整改到位。
7 月 26 日，在全区山区违法建
设违法占地治理专题会后，军庄镇
迅速行动，深入摸排，摸清了辖区
范围内所有底数，并全面启动拆违
工作。10 多天以来，共排查出 69
宗、43126.27 平米违法建设；拆除
了商户、煤棚、杂物间等违法建筑
600 余平米，涉及住户 100 余户；
与首发集团多次召开协调会议，对
西六环军庄桥下 6 处、3100 平米
违法建设全部拆除完毕。

本报讯（通讯员 刘雪增） 等单位分工协作，密切配合。
永定镇自 7 月 14 日启动推进
经逐门检查，确认无人后，现
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以
场待命的挖掘机等大型机械
来,始终保持对地区违法建设
立 即 进 场 ，由 外 围 向 内 部 推
的高压态势,持续开展拆违行
进，对地面违法建设进行了逐
动挤压违建生存空间。继实
一拆除。经过一天的紧张作
现单周拆违点位破百个，面积
业，违法建设被彻底扫清。此
破万平方米后，近日，永定镇
次行动正值区“双百行动日”
再次重拳出击，于“双百行动
当天，并开创永定镇拆违两项
日”当天，对辖区一处大规模 “ 新 突 破 ”，这 是 7 月 14 日 以
违法建设展开拆除行动。
来拆除的单宗最大违法建设，
该处违建位于西北环线
面积达 2540 平方米，当日累
万佛堂桥东侧，分别为彩钢棚
计拆违面积“破两万”。截至
和 砖 混 结 构 ，汇 集 了 废 品 收
目前，永定镇总计拆除违法建
购、洗车等低端产业，存在巨
设 206 处，面积达 21200 平方
大 的 安 全 隐 患 和 环 境 问 题 。 米。
前期工作中，工作人员对违建
下一步，永定镇将严格落
当事人发放了告知单，要求限
实区”百日行动”部署,制定周
期拆除违法建设,并责令暂住
密工作计划,镇、村居合力推
人 员 按 时 搬 离 、物 品 及 时 清
进全镇违建拆除工作取得新
运。行动中，拆除、安保、洒水
成果。

军庄镇

潭柘寺上下塔林

撸起袖子加油干
疏解整治促提升

本报讯（记者 邓垚）2016 年，
北京万科集团、国开新城镇进驻军
庄，在整体开发建设的前期，由于
经济利益驱使,一些违法建设及违
法占地应运而生。
据了解，为了彻底整治违法建
设、违法占地，切实维护大多数百
姓利益，为整体开发扫清障碍，军
庄镇采取法制宣传与舆论造势、各
负其责和联动共管、重点突破与全
面推进、柔性操作与刚性落实、奖
励先进和鞭策落后五个结合的措
施，攻坚克难，强势推进，有效遏制
了违法建设及违法用地的蔓延之
风，打赢了整治硬战。今年上半
年，共整治了 46 户（处），拆除违法

■ 美编/郭其瑞

8月5日，
全区召开了浅山区拆
除违法建设部署会后，
军庄镇认真贯
彻落实会议精神,迅速行动，
在已有
台帐的基础上，
全面启动拆违工作。
据此项工作的负责人介绍：这
次行动，集中一百天，对辖区内的
违法建设全面拆除，为了落实好责
任，与党员干部签订了承诺书，与
各村居签订了责任书，确保村干部
带头拆、党员干部带头拆。在拆违
行动之前，把政策讲在前，把保障
措施做在前，把问题矛盾化解在
前，最大限度地争取违建户的理
解、支持和配合，有效减少执法阻
力。在拆违过程中，做好资料留
存，保护人员安全，对极少数多次

教育引导无效的“钉子户”，在摸清
底子、界定准确、程序完备的基础
上，坚决拆除到位。同时，本着实
事求是的原则、积极开放的态度，
做好媒体、舆情应对工作。
据了解，军庄镇还创新监督考
核机制，分三种形式开展督办。一
是镇监察部门采取重点巡查、现场
督办等方式，全程对整治工作进行
督查。二是由 11 名党代表组成检
查组，定期暗访，制定评分标准，各
自打分并汇总。三是由 12 名人大
代表组成检查组一周一检查，一周
一汇总，按得分情况进行排名并公
示，充分发挥在闭会期间监督政府
工作的作用。

永定镇拆违再出重拳

本报讯（通讯员 马垒）近
日，我区的文物修缮重点工程
——潭柘寺上下塔林修缮工程
进行了四方预验收。潭柘寺上
下塔林修缮工程作为我区的文
物修缮重点工程，得到国家文
物局专家及区领导的高度重
视，
目前工程已具备验收条件。
潭柘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是京西地区历史悠
久的著名佛教寺庙。潭柘寺原
有塔院四处，今仅存上下塔林
保存完好。目前，保存有金至
清代的 70 多座古塔，在北京古
塔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由
于修建年代较早，年久失修，急

需进行保护修缮。通过上报修
缮方案，并得到国家文物局及
北京市文物局的批复文件。
2016 年 9 月，修缮工程完成注
册登记及设计交底，并进入现
场施工阶段。在施工过程中严
格按照文物修缮工程法律法规
进行实施，设计、施工、监理依
据各自职责对工程分别作了介
绍并对此次修缮结果给予肯定。
修缮后的潭柘寺塔林，恢
复了昔日庄严肃穆的塔林风
貌，最大限度的存续了文物建
筑的历史信息，并将对今后北
京地区的古塔修缮保护工作产
生积极的借鉴意义。

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致全区生产经营单位的一封信
全区各生产经营单位：
根据国务院、北京市安全
生产大检查通知和全区工作部
署，从 7 月份至 10 月份，在全区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此次安
全生产大检查的范围是全区各
属地、各行业领域，各类企业和
人员密集场所。检查的重点是
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
情况、安全风险管控情况、隐患
排查治理情况、应急管理情况
等。
当前，我区各类生产活动
更加集中，重点行业领域普遍
进入事故高发期，安全生产形
势严峻。为此，全区各生产经
营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抓
紧制定大检查方案，深入开展
自查自纠，建立安全隐患清单
和整改清单，落实安全隐患整
改 责 任 、措 施 、资 金 、时 限 、预
案，彻底整改隐患。隐患清单
和整改落实情况要在企业内部
公布，并报送安全监管部门和
行业管理部门。要通过此次大
检查，治理消除一批重大事故
隐患，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要严格按照我国《安全生产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切实履行安
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利
用多种形式进行层层发动，把
大检查的各项措施细化到基层
作业单位和技术、设备等部门，
做到全员参与、
全覆盖检查。
按照大检查工作部署，区
政府有关部门将集中力量对各
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大检查工作
情况进行检查，并加大巡查执
法力度，促使生产经营单位通
过大检查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不断提高生产经营单位
的本质安全水平，为企业发展
保驾护航。
目前，我区正处在跨越式
发展时期，各生产经营单位要
以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生
产安全事故为重点，认真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此次安
全生产大检查为契机，继续恪
尽职守、全力以赴地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
红线和法律底线，实现安全发
展、和谐发展，为把我区建设成
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生
态新区贡献力量。
门头沟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