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街街街街
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镇镇镇镇、、、、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
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

镇镇镇镇、、、、村河长发村河长发村河长发村河长发
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

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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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整改率问题整改率问题整改率问题整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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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3 东辛房街道 100% 5 0
4 大台街道 100% 0 3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5 100% 2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4 100% 5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1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0 1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2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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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100%
14 全区合计 100% 100% 18 100% 29 100%

— —
— —
— —
—

—
—
—
—
—
—
—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潭柘寺镇 97.5 1
城子街道 97.2 2
东辛房街道 96.8 3
永定镇 96.5 4
龙泉镇 96.1 5
大峪街道 95.8 6
军庄镇 95.1 7

其他地区

大台街道 97.5 1
王平镇 97.1 2
清水镇 96.4 3
妙峰山镇 96.1 4
雁翅镇 95.8 5
斋堂镇 95.4 6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
问题序号问题序号问题序号问题序号 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 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 问题具体情况问题具体情况问题具体情况问题具体情况 整治进展情况整治进展情况整治进展情况整治进展情况 是否完成整治是否完成整治是否完成整治是否完成整治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清水镇 斋堂水库 旅游设施

斋堂水库水源地二级区范围，水源地上游河道内存在旅游

项目，占用河道，阻断河流整体性，目前没有营业，存在

恢复可能。拆除与保护水体无关的设施。

是 已完成

2 清水镇 斋堂水库 农业种植1654平方米 严禁使用农药、化肥，农耕地全部使用有机肥。 是 已完成

3 清水镇 斋堂水库 大棚314平方米 拆除 是 已完成

4 清水镇 斋堂水库 房屋 拆除 是 已完成

5 清水镇 斋堂水库 房屋 拆除 是 已完成

6 清水镇 斋堂水库 房屋 拆除 是 已完成

7 清水镇 斋堂水库 房屋 拆除 是 已完成

8 清水镇 斋堂水库 房屋 拆除 是 已完成

9 斋堂镇 斋堂水库 农业种植 严禁使用化肥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 是 已完成

10 斋堂镇 斋堂水库 面源污染 上高铺村污水站出水处建退水收集池，定期抽运。 是
2019年8月30日

前完成

11 斋堂镇 斋堂水库 农业种植
斋堂水库二级保护区范围内61920平方米农业种植。不新增

种植面积。严格控制化肥、农药使用量。
是 已完成

12 斋堂镇 斋堂水库 农业种植
斋堂水库二级保护区范围内42400平方米农业种植。不新增

种植面积。严格控制化肥、农药使用量。
是 已完成

13 斋堂镇 斋堂水库 上高铺村违建400平方米 拆除 否 6月底前完成

市排名市排名市排名市排名 区排名区排名区排名区排名 镇街镇街镇街镇街 浓度浓度浓度浓度PMPMPMPM2.52.52.52.5

172 1 东辛房街道 17
208 2 军庄镇 16
208 2 永定镇 16
241 4 潭柘寺镇 15
241 4 大峪街道 15

269 6 城子街道 14
286 7 龙泉镇 13
286 7 妙峰山镇 13
286 7 雁翅镇 13
306 10 王平镇 12

315 11 大台街道 11
326 12 斋堂镇 9
327 13 清水镇 8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2019年7月10日 星期三

■ 本版编辑/李继颖 ■ 美编/潘洁2 综合

7月份第一周(7.1-7.7）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十二届门头沟区委反馈第七轮巡察情况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7月份第一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我区街道系统负责人
赴西城区参观学习

门头沟区7月1日-7月7日
镇街PM2.5浓度（微克/立方米）

排名情况（倒序）如下表：

我区律师积极参与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马晓雨）
“扫黑和打黑有什么区别？”“什

么是黑恶势力保护伞？”“依法

严厉打击哪些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活动？”这是近日军庄镇新村

村居法律顾问在法律讲座中为

群众现场讲解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应知应会的基础法律知识。

在专项斗争中，区司法局

坚决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部

署，组织引导我区律师参与到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来，广大

律师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做

好法律服务，依法辩护和代理，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挥着

积极作用。

据了解，全区律师积极参

与村居公益法律顾问工作，每

月深入一村一居，在合同审查、

出具法律意见、修订村规民约、

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中为村居

委会提供法律意见、帮助村居

委会准确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恶势力犯罪、利用“软暴

力”实施的犯罪、非法放贷讨债

犯罪、“保护伞”等犯罪,帮助挖

掘线索。此外，广大律师严格依

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根据相关

指导意见，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严格遵守律师执业行为

规范，恪守律师执业纪律和职业

道德，提升自身办理涉黑涉恶案

件的执业技能，确保案件办理质

量。同时，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政策法律等作为宣传重点，在村

居、学校等场所以举办主题法律

讲座、解答法律咨询等方式，广

泛宣讲，开展主题宣传活动100

余场，进一步提升了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知晓率。

按照区委统一部署，2019年3

月至5月，区委派出5个巡察组，分

别对龙泉镇、永定镇、北京京西山水

文化旅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

石龙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区残疾

人联合会、区供销合作社开展了第

七轮常规巡察。巡察结束后，区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暨区委书记专题

会议听取了巡察情况汇报。会议要

求，上述7家被巡察党组织要高度重

视区委巡察组的反馈意见，及时研

究部署、梳理整改台账、细化责任分

工，制定整改措施；相关责任单位要

加强督促监督，严防整改中的形式

主义问题；区纪委区监委要抓住在

工程建设、财务和内设机制等方面

发现的突出问题，抓出典型，严肃追

责。同时，各巡察组分别将巡察中

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向

被巡察党组织进行了反馈，主要问

题是：

龙泉镇党委：贯彻落实上级决

策部署站位不高，严明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不够，“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不扎实。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和基

础性工作有待规范，发展党员程序

有待完善。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传导

不到位，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运用

不足。资金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格，

内控制度有待完善，镇属村属集体

所有制企业财务管理上有待加强。

延伸巡察发现，村、社区党组织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和纪律建

设均不同程度存在问题。

永定镇党委：贯彻落实上级重

大决策部署还不够坚决有力，“创

城”工作缺乏后劲，美丽乡村建设推

进缓慢。“三重一大”议事规则履行

不严，对舆情防范分析能力不足。

超前培养储备干部工作滞后，中层

干部断档严重。党委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不到位，纪委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运用不充分。对大额

资金使用、工程招投标等重大事项

及农村“四议两公开”执行情况监管

不到位，个别村“三资”管理制度执

行不严格。

区残联党组：党组核心作用发

挥不明显，政治站位不高，在推进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上，缺乏开拓性、主

动性。大局意识不强，把方向、定政

策、促改革能力不足。党建工作缺

少统筹管理，民主议事规则不规范，

服务残疾人意识不强，深入基层调

研、听取意见建议不充分。选人用

人基础性工作有待加强，党员发展

程序不规范。经费支出监管缺位，

合同管理精细化水平不高，固定资

产未定期盘点。

区供销合作社：党委核心作用

缺失，政治站位不高，未能将企业发

展融入到全区发展的大格局。党的

建设弱化，党委理论学习严重缺失，

基层支部建设薄弱，党员教育管理

不足。干部选任程序不规范，基础

工作不扎实。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不彻底，四风问题依然存在。落

实“一岗双责”不力，内部监督缺

位。落实“两个责任”不到位，对重

点工程领域、大额资金使用、集体资

产和资金支出的监管缺失。

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落实重

点工作部署站位不高，统筹谋划不

到位，对征收安置工作研究不透彻；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执行不规范，

党组会会前酝酿不充分；抓党建工

作落实有欠缺，理论中心组学习制

度和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履行干部选拔任用程序不严格；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落实不到位，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少；财务工作

不规范。

石龙公司：党的政治建设不够

有力，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不

严格，推进区委、区政府重点任务部

署进展缓慢。思想建设引领力不

强，抓意识形态工作不扎实。落实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有短板，选人用

人工作有欠缺。党的作风建设不扎

实，党的纪律建设不严格，制度的笼

子扎得不够紧。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到位，财务

管理不严格。

北京京西山水文化旅游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党的政治建设仍需加

强，落实区委、区政府重点任务部署

不到位，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不

得力。党的思想建设有偏差，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不严格。党的组

织建设待规范，支部规范化建设不

到位，选人用人工作不规范，落实现

代企业管理制度有差距。党的作风

建设不严实，纠正“四风”不够有

力。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

监督责任有缺失，财务管理不规范。

同时，巡察组还发现和收到干

部群众反映的部分问题线索，已按

规定移交区纪委、区委组织部等有

关方面核查。

中共门头沟区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提供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区

委组织部组织我区街道系统书

记及相关负责人共20余人集体

赴西城区展览路街道、西长安街

街道开展参观考察学习活动。

我区街道系统负责人首先

来到西城区展览路街道阜外东

社区参观社区治理情况。展览

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

街道区域化党建、社区治理、社

会建设工作等方面的工作经验，

并在“居民议事厅”现场演示了

“社区通”应用。详细介绍了“社

区通”以互动方便、打破条款界

限等特点，并就“社区通”建设背

景，以及街道、社区、居民间互

动、上班族如何参与到社区建设

问题处理等向大家阐述了“一手

抓机制，一手抓载体”的建设理

念。

下午，我区街道系统负责人

来到西长安街街道参观了西长

安街数字红墙大数据系统，西长

安街街道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

了街道整体建设情况，并重点介

绍了“红墙氧吧”以及和平门社

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先进

工作方法。双方还就街道党建、

社会治理领域的信息化应用工

作进行了交流。

参观考察人员纷纷表示，通

过此次参观交流，拓宽了街道建

设和服务的思路，并期待进一步

加强两区街道的交流合作，实现

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推进街道

工作更好开展。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情况统计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情况统计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情况统计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情况统计表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所在地 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水源地名称

保护区类型保护区类型保护区类型保护区类型

（（（（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二级二级二级二级））））
问题类型问题类型问题类型问题类型 问题具体情况问题具体情况问题具体情况问题具体情况 具体整治措施具体整治措施具体整治措施具体整治措施

计划完成计划完成计划完成计划完成        

整治时间整治时间整治时间整治时间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旅游设施 旅游设施

斋堂水库水源地二级区范围，水源地上

游河道内存在旅游项目，占用河道，阻

断河流整体性，目前没有营业，存在恢

复可能。拆除与保护水体无关的设施。

2019年8月30

日前完成

2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农业种植
农业种植1654

平方米

严禁使用农药、化肥，农耕地全部使用

有机肥。
已完成

3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大棚314平方米 拆除 已完成

4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房屋 拆除 已完成

5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房屋 拆除 已完成

6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房屋 拆除 已完成

7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房屋 拆除 已完成

8 清水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房屋 拆除 已完成

9 斋堂镇 斋堂水库 二级 农业种植 农业种植 严禁使用化肥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 已完成

10 斋堂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面源污染
上高铺村污水站出水处建退水收集池，

定期抽运。

2019年8月30

日前完成

11 斋堂镇 斋堂水库 二级 农业种植 农业种植

斋堂水库二级保护区范围内61920平方

米农业种植。不新增种植面积。严格控

制化肥、农药使用量。

已完成

12 斋堂镇 斋堂水库 二级 农业种植 农业种植

斋堂水库二级保护区范围内42400平方

米农业种植。不新增种植面积。严格控

制化肥、农药使用量。

已完成

13 斋堂镇 斋堂水库 二级 生活源
上高铺村违建

400平方米
拆除 6月底前完成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