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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城地区

军庄镇 97.2 1

东辛房街道 96.8 2

城子街道 96.5 3

潭柘寺镇 96.4 4

龙泉镇 96.1 5

大峪街道 95.4 6

永定镇 95 7

其他地区

雁翅镇 98.6 1

大台街道 98.2 2

斋堂镇 97.9 3

妙峰山镇 97.8 4

王平镇 97.2 5

清水镇 96.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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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举办
2019年度首期动物防疫培训班

我区举办扫黑除恶专场演出

6月份第二周(6.3-6.9）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融情粽意 共话“创城”

妙峰山镇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6月份第一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向阳社区居民向阳社区居民
制作麦秸画制作麦秸画

本报讯（通讯员 苏麒）近日，在

妙峰山镇出现了一支特别的志愿者

队伍——“红绿灯”文明引导队。这

支队伍是该镇全面推进志愿服务制

度化建设以来又一新的尝试。

“红绿灯”文明引导队是由17

个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和村民

代表等130余人组成的常态化志愿

服务队伍，每个人都是文明大道上行

走的“红绿灯”，引导着周围人说文明

话、办文明事、创文明城。该团队以

“红色传承 绿色发展”为目标，以“文

明带头人、文明监督员和文明热心

人”为定位，在村内不定期开展清洁卫

生、秩序维护、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

实现了全镇村村志愿服务有队伍。截

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7

次，清除生活垃圾、杂草等5余吨。

除了各村都有专门的志愿服务

队伍外，全镇还有多个常态化志愿服

务活动可以给社会大众提供参与机

会。妙峰山学习雷锋服务队每周在

镇域内组织开展“保护母亲河”“大手

拉小手——公交站台清洁”和“文明我

先行——景区文明倡导”等常态化志

愿服务活动，5月以来已累计参与300

余人次，清理垃圾超过800公斤。

志愿者吴佳怡经常带着女儿参

加活动，她十分欣慰地说：“非常开

心能够在家门口参加这样有意义的

志愿服务活动，我的大手拉着女儿

的小手一起劳动，我觉得这样可以

培养她热爱公益、乐于助人的好品

质”。通过提供这样的志愿服务机

会，充分做到了社会广泛参与有活

动，以此带动更多人加入志愿者队

伍，弘扬雷锋精神，争做名副其实的

“门头沟热心人”。

在经常组织卫生清洁这样常规

的志愿服务外，妙峰山镇还专门因

地制宜，组织开展了多个专项活动，

提升志愿服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陈家庄村东、南临永定河，为更好保

护“母亲河”，率先成立10人组成的

“护河队”，每天负责巡查河道并管

护河道沿线环境卫生；丁家滩村为

更好服务村内高龄或行动不便老

人，快速建立免费理发公益服务机

制，每月定期为村内65周岁以上老

人提供1至3次理发服务；斜河涧村

为加强“文化育人”功能，联合区硬

笔书法协会党支部，共同制定了三

年培训计划，固定带班老师，免费为

全体村民提供书法培训。做到了专

项服务有温度。

未来，妙峰山镇还将结合实际，

提供更多有力度、有温暖的志愿服

务，扎实推动全镇志愿服务制度化

建设，切实增强百姓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本报讯（通讯员 张士春）6月5

日上午，我区2019年法治文艺演出

基层巡演启动仪式暨扫黑除恶专场

演出活动在城子街道文化中心剧场

举行。

活动由区法宣办、区司法局主

办，城子街道、区法治文艺益民服务

队协办。演出将法治元素融入传统

曲艺节目，为观众朋友们带来相声、

快板、杂技、古彩戏法等多种艺术形

式的法治节目。其中相声《伞》《法

治漫谈》、曲艺剧《借与贷》等节目，

都很好地将法律知识、扫黑除恶精

神融合其中，让市民朋友们在欣赏

节目之余，学习法律知识，在潜移默

化中提高法治素养、形成法治风

尚。演员的精彩表演让剧场里笑声

不断，也获得观众阵阵掌声。

“大家知道扫黑除恶举报电话

都有哪些吗？”“12389！”“110！”

“010-69842494！”活动间隙，还设

置了有奖知识问答环节，主持人与

现场观众热情互动，并为答对的观

众送出了精美礼品。首场演出安排

扫黑除恶专场，旨在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宣传扫黑除恶相关知识，

引导市民朋友们充分认识黑恶势力

的危害，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线索，共

同打赢扫黑除恶这场人民战争。

“这场演出真好，特别受教育，

学到了很多扫黑除恶的相关知识，

作为市民，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

务参与到行动中来，发现线索得积

极举报、向上级部门反映，还百姓一

个平安、还社会一份安宁。”一位居

民看完节目后说。

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们举办这场扫黑除恶专场演出，目

的就是让市民了解扫黑除恶并引导

他们积极参与到专项斗争中来。下

一步，将依托‘法律十进’载体，走进

全区各镇街、军营、公园等，把一场

场精彩的法治文艺演出带到市民朋

友身边，在寓教于乐中普及扫黑除

恶、宪法等相关法律知识，传播法治

理念，为我区争创全国文明城区营

造良好法治环境。”

李昌德/摄

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正值端
午假期，为了更好地增强社区居民的文化遗
产保护意识，同时感受端午民俗，大峪街道
向阳社区邀请到了非遗传承人段老师，教大
家制作“端午传情”麦秸画。

本次活动时长60分钟，参与人数50人，
在老师的指导下，参与居民全部完成了制
作。大家通过制作麦秸画的方式，共庆端
午，交流情感。

居民们表示，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制
作的画作包含了端午龙舟、粽子的元素，能
够如此近距离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感觉很
开心。

金谊平/文/摄

本报讯（记者 李倩）为弘扬

民族传统节日文化，丰富社区居

民节日文化生活，拉近邻里之间

距离，6月6日，大峪街道增产路

东区社区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端

午节庆活动，吸引了社区居民的

广泛参与。

该社区负责人介绍，通过端

午节庆活动，把社区居民聚在一

起，不仅增进了社区居民间的交

流，也增强了社区居民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活动与“创城”工作

紧密结合，该社区负责人表示，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是一项系统

工程，居民要形成健康、科学、文

明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争当文明

市民，共同努力，以首善标准，全

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增东社区。

社区百姓也纷纷表示：“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我参与、我承

诺、我践行！”随后，社区工作人

员与百姓共同写下“创城”的标

语以及对社区的祝福，一起贴在

了背景墙上，句句标语也深深印

在了百姓们心里，时时提醒着大

家做文明增东人，创文明门头沟。

活动结束后，百姓们拿着社

区工作人员们亲手包的粽子，笑

得合不拢嘴，纷纷表示：“找到了

以前过节的那种气氛！”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近日，

区农业农村局举办我区2019年

度首期动物防疫培训班，区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技术工

作人员、镇街动物防疫部门负责

人及全区村级动物防疫员共计

10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上，区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主任结合我区基层动

物防疫工作实际以及当前基层

动物防疫员必须掌握的知识技

能要求，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动物

免疫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培训。

培训范围覆盖了动物防疫政策、

村级防疫员管理考核办法、村级

防疫员职责、免疫程序、疫苗管

理、疫情报告程序以及防疫工作

注意事项等内容，做到了重点突

出，言简意赅，便于理解运用。

另外，当天区农业农村局还邀请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有关负责人

专题讲解了村级防疫员保险方

案，让村级防疫员更加明晰的了

解自身的保障情况。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建

军表示，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

的动物防疫队伍，持续提升全区

动物防疫事业发展水平，关系到

畜牧业绿色发展、动物源性食品

安全和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具有

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全区各

级动物防疫战线工作人员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履行好

自身担负的防疫责任，增强本

领，扎实工作，全力保障我区不

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志愿服务有队伍 社会参与有活动 专项服务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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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数问题数问题数问题数

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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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峪街道 100% 村级河长 
巡河率考核
不包含社区
级河长

2 0
2 城子街道 100% 2 0
3 东辛房街道 100% 3 0
4 大台街道 100% 0 2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0 3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3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2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0 2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3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1 2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4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6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6 100%
14 全区合计 100% 100% 8 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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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施垃圾分类 提升乡村居住环境
本报讯（记者 陈凯）农村垃

圾分类是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的重

要举措，2018年，我区按照“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结合

实际情况，制定了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与资源化利用示范区创建工

作。现如今，许多村子都开始实

施垃圾分类，山区百姓的生活环

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在妙峰山镇陈家庄村，每家每

户门口都有两个不同颜色的垃圾

桶，供村民进行垃圾分类。村内的

垃圾分类管理员会定时进行收集，

将不可回收的生活垃圾送往村口的

垃圾箱里统一清运。陈家庄村垃圾

分类管理队负责人陈志远告诉记

者：“我们分了四个片区，一个片区

分了四个人，每天上午10点多收垃

圾，到下午两点再来收一次。”

该村委会将垃圾箱统一放置

到远离居住区的村口，并封闭街

中两侧的固定垃圾池，将其改建

成临街花池，种植绿植美化环

境。村民说：“以前，这些大垃圾

箱特别脏，夏天一到跟前，苍蝇就

嗡的起来了。现在，垃圾天天收，

一天收两次，特别干净。”

除了常规的垃圾分类以外，

该村委会还将收集到的厨余垃圾

送往村内蚯蚓养殖基地，集中进

行发酵，变成蚯蚓饲料，每养殖一

吨蚯蚓还能消耗100吨发酵后的

厨余废物。据蚯蚓养殖项目负责

人介绍：“收集来的厨余垃圾放在

发酵池里，然后用活性菌进行均

匀地喷洒，这样加快它的发酵，不

会产生异味儿，出来以后，进行蚯

蚓养殖。”

据了解，从2018年开始，我区

开始建立“户分类、村收集、镇转

运、区处理”的垃圾收运处理模式，

有计划地推进9个镇、1个办事处、

178个行政村的垃圾分类工作。

目前，全区农村已配发分类垃圾桶

58000多个，电动收集车辆642

辆，安装垃圾暂存桶站400余组，

预计今年底，全区农村地区生活垃

圾分类和资源化覆盖率达100％。

本报讯（记者 屈媛）6月11

日上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国

才实地到我区留白增绿栗园庄

地块、长安街西延道路绿化在建

项目、创森绿海运动公园视察我

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

陈国才在听取了相关工作

汇报后指出，我区要充分发挥生

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在绿色发

展方面立标杆、作表率。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是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的主要措施，要继续完善各项

措施，加快森林公园等生态休闲

场所建设，提升周边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满足市民休闲、健身等

需求。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丰富宣传手段，为国家森林城市

创建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彪、

何渊、陈波、张焱，副区长王涛参

加视察。

区人大常委会
视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