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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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辛房街道 97.2 2
大峪街道 96.8 3
城子街道 96.5 4
龙泉镇 96.1 5
军庄镇 95.7 6
永定镇 95.4 7

其他地区

大台街道 98.6 1
王平镇 97.9 2
斋堂镇 97.5 3

妙峰山镇 96.8 4
雁翅镇 96.1 5
清水镇 95.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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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1 东辛房街道 22
217 2 永定镇 20
217 2 潭柘寺镇 20
239 4 城子街道 19

239 4 大峪街道 19
292 6 龙泉镇 16
292 6 军庄镇 16
308 8 王平镇 15
308 8 大台街道 15

315 10 清水镇 14
315 10 斋堂镇 14
323 12 妙峰山镇 13
323 12 雁翅镇 13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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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第二周(7.8-7.14）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我区积极响应“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7月份第二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入伏第一天市民贴敷三伏贴

门头沟区7月5日-7月11日
镇街PM2.5浓度（微克/立方米）

排名情况（倒序）如下表：

区第二届职工文化艺术节
举办声乐比赛

本报讯（通讯员 陈永）爱心涵

养初心使命，慷慨解囊助困解难。

我区启动“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

动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纷纷开展

特色党日活动，组织本单位的党员、

预备党员、积极分子捐赠善款奉献

爱心，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党的热爱。

为扎实做好2019年“共产党员

献爱心”捐献活动，我区高度重视，

将“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纳入

到全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

年系列活动之中。区委组织部、区

委宣传部和区慈善协会密切合作，

制定下发了捐献活动方案，并召开

了各党（工）委主管领导参加的部署

会，全面进行了部署，确保活动取得

实效。

此次捐献活动坚持捐款自愿，

不限数额，以现金形式捐献的原则，

参与对象为全区共产党员、自愿参

加的流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以及

自愿参加的爱心群众。所得捐款主

要用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帮扶生活

困难党员、携手助老送健康——慈

善医疗卡、“让爱助燃”——慈善捐

赠大病救助、“春雨行动”——应急

救助、“希望之翼”——福利企业慈

善助残、真情温暖夕阳慈善助老等

慈善项目。

据了解，我区2019年“共产党

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开展以来，全

区各单位迅速行动，广泛动员，积极

组织本单位党员、积极分子、爱心群

众进行捐款。6月28日，区慈善协

会接收来自区委党校27名党员捐

出的1400元爱心款，这是开展“共

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以来接到

的首笔捐款。7月1日当天，北京京

门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京

西门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等单位先后到位于区慈善协会的捐

赠接收点办理捐赠手续，奉献一份

爱心。

据介绍，区慈善协会作为此次

活动的善款接收单位，专门协调对

口银行做好善款的接收、汇总工作，

设立固定接收捐赠点，开设“共产党

员献爱心”专门窗口和财务专用账

号，做到每一笔捐款准确无误，公开

透明。同时，指定专人负责活动数

据的统计上报、信息宣传、捐赠登记

工作，每天按时汇总数据上报市慈

善协会和区委组织部。

连日来，全区各单位、各街镇迅

速行动，广泛动员，积极组织本单

位、辖区的党员、积极分子、爱心群

众进行捐款。截至7月10日16时，

区慈善协会共接收78家单位 8662

名 党 员 1036 名 群 众 捐 赠 善 款

483560元。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妙峰

山镇水峪嘴村在村旁绘制了一组名

为“古道之韵、京西之魂”的文化墙，

在美化了环境的同时，也将我区的

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理念植根于

百姓心中。

妙峰山镇水峪嘴村的文化墙共

绘制450平方米，累计绘制宣传画

21幅，涵盖了我区旅游发展、红色教

育和京西古道历史三个方面。

走进妙峰山镇水峪嘴村，记者

看到，村旁永定河岸边近百米长的

文化墙上新绘制了21幅绘画，这些

色彩艳丽的画作点缀在永定河和两

岸的青山之中，不仅为这里的绿水

青山增添了色彩，同时也营造出了

浓厚的文化氛围。

这些画作里既有油画也有国

画，不仅有反应水峪嘴村昔日京西

古道繁荣景象的绘画，也有以门头

沟红色党建，绿色引领为主题的作

品，妙峰山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马

栏村挺进军司令部旧址、田庄村京

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宛平抗日

牺牲烈士纪念碑等我区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在文化墙上都有所体现，而

且旁边还附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

文字介绍。另外，我区灵山、百花

山、龙门涧、珍珠湖、南石洋大峡谷

等景区也出现在绘画中，突出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主题。

“以前，这路旁的墙上什么都没

有，光秃秃的看着很不美观，如今墙

上画了彩绘，有咱们区的红色文化、

山水风景，精美的绘画让人眼前一

亮，路过的村民都会驻足观看，讨论

一番。”水峪嘴村的李大妈说。

水峪嘴村党建助理员艾宁介绍

说：“通过平时和村民的沟通，了解到

村民对古道文化、永定河文化的了解

有一些需求，水峪嘴村‘两委’班子商

量后就将过去空白的墙充分利用起

来，绘制成了一面文化墙，文化墙通

过图文并茂的形式，让本村的村民和

外来的游客对我区的文化有了更多

的了解，有了这个文化墙也让我们村

的周围变得更加漂亮，让百姓的思想

认识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7 月

15日上午，位于三家店村北口的

龙王庙内热闹非凡，第九届永定

河民俗文化节在锣鼓声中拉开

了帷幕。

每年阴历六月十三日是永

定河河神的祭日，历史上当地村

民曾举办祭祀活动。今年，永定

河民俗文化节专门邀请了有关

水利专家对永定河的治理规划

作了介绍。特别是今年引水入

永定河后，使两岸的生态环境有

了极大的改善，使大家对永定河

两岸的发展前景充满了希望。

据相关专家介绍，祭河神活

动作为一项传统的民间民俗文

化活动，对研究北京水利文化和

永定河流域文化都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

本报讯（记者 屈媛）7月12

日是今年入伏的第一天，一大

早，记者在我区中医院看到，现

场聚满前来贴敷三伏贴的市

民。

据介绍，“冬病夏治”是传统

中医一直崇尚的疗法，指对于一

些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疾病，

在夏季给予针对性的治疗，提高

机体的抗病能力，从而使冬季易

发生或加重的病症减轻或消失。

三伏期间贴三伏贴，可以治

疗多种容易在冬季反复发作、加

重的疾病，如鼻炎、哮喘等过敏

性病症、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

咳嗽、慢性咽炎等。连续贴敷三

年以上，上述疾病大多能够明显

缓解症状，减少发病率。

区中医院医生温进介绍说：

“贴敷期间，每一贴成人宜保持4

至6小时，儿童保持2至3小时，

时间到了应及时揭下，不要随意

延长时间，以免皮肤过敏导致接

下来的治疗无法进行。”

医生还提醒市民，贴敷期间

应当注意忌食生冷、辛辣、烟酒、

油腻、易引发过敏的食物。有感

冒发烧（体温高于37.3℃）的患

者暂时不贴。贴敷后如有严重

不适，如出现局部刺痒、疼痛、疱

疹或皮肤破溃等请立即取下药

物，并及时到医院处理，严重的

可直接到皮肤科就诊。贴敷当

日尽量不要游泳、直吹空调等，

取掉敷贴后可以温水洗澡。三

伏贴可于室内阴凉处保存，但不

可放于高温物品旁。敷贴期间，

如需治疗基础病或新发疾病，可

继续口服对症药物，必要时可以

到医院咨询医生。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日，

由区委宣传部、区总工会主办的

区第二届职工文化艺术节“劳动

者之歌”声乐比赛项目在区少年

宫举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陈波观看演出。

来自全区机关、企事业单

位、街道社区选送的18支曲目参

赛。最后，区司法局选送的原创

歌曲《当我遇见你》与区中等职

业学校选送的《军营飞来一只百

灵》分获比赛通俗与美声一等

奖。

据了解，本届区职工文化艺

术节依旧采取“3+n”的模块形

式，接下来将相继开展书法、戏

曲、演讲等比赛项目，活动将持

续到今年9月底。

本报讯（记者 杨铮）自《推

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

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半年以

来，我区与西城区的结对协作，

推动了我区医疗卫生服务方面

的发展。

区中医医院的外科诊室里，

来自宣武中医院医务科的陶树

贵医生，正在为病人把脉。自今

年2月起，他到区中医院挂职副

院长，带来先进的医疗技术，让

我区百姓不出区，就能享受到市

级医院的专家诊疗。

陶树贵表示，希望这种工作

模式可以形成长期机制。同

时，也为门头沟中医医院提供

了走出去学习的机会，通过这

些技术交流来提高门头沟区中

医医院的整体医疗技术水平，

更好地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优质

的医疗服务。

截至今年6月，西城区派驻

我区医疗服务人员共计443人

次；派驻人员共接诊患者约3000

人次，培训我区医务人员约700

人次。在医疗技术、双向转诊、人

才培养、继续教育、中医药文化建

设等方面不断开展项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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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
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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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3 东辛房街道 100% 3 0
4 大台街道 100% 5 2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2 2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3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0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0 2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1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1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5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4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4 100%
14 全区合计 100% 100% 15 100% 24 100%

100% —
100% —
100% —
100%
100%
—
—
—
—
—
—
—
—

引入优质医疗资源
提升地区医疗水平

爱心涵养初心使命 慷慨解囊助困解难

弘扬红色引领 绿色发展主题

水峪嘴村围墙“变身”文化墙

第九届永定河民俗文化节开幕第九届永定河民俗文化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