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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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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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峪街道 100% 村级河长

巡河率考核

不包含社区

级河长

0 0

2 城子街道 100% 1 100% 0

3 东辛房街道 100% 0 0

4 大台街道 100% 0 2

5 潭柘寺镇 100% 100% 1 100% 3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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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2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5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3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1 100% 3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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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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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4141414 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 3333 26262626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门头沟区8月2日-8月8日
镇街PM2.5浓度（微克/立方米）

排名情况（倒序）如下表：

2019年8月14日 星期三

■ 本版编辑/李继颖 ■ 美编/潘洁2 综合

8月份第二周(8.05-8.11）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8月份第1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助推美丽园区建设
严厉打击违法捕鱼行为
维护全区水域生态环境

民政部门领导为领证新人见证幸福时刻

一言一行树形象
一举一动建文明

弘扬榜样精神 倡导文明新风 打造美丽园区

滨河西区社区新添健身器械

本报讯（记者 屈媛）为满足社区居民
健身需求，活跃社区体育文化生活，提高居
民身体素质，近日，大峪街道滨河西区社区
新安装的健身器械投入使用。

“我们社区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健身器
械，以前这是一片空地，现在社区给新安装
了健身器械，不用外出就能在自己家小区
锻炼身体我特别高兴。”刚刚锻炼完的社区
居民张大妈说。

记者了解到，滨河西区社区健身广场
面积210余平方米，现在广场内已完成场
地硬化，一组十件的健身器械也已经安装
完毕，供居民使用，结束了社区多年没有健
身器械的历史。

大峪街道滨河西区居委会副主任田强
介绍说：“我们社区积极协调各方面力量，
在皓月园安装了一套健身器械，此次添置
的健身器械大大满足了社区居民健身的需
要，不但给居民提供了强身健体的平台，也
为小区内和谐生活的画面再添一道亮彩。
下一步，社区计划在霁月园也安装一套健
身器械，尽可能地拓展社区居民的活动空
间，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增强社区居民
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的积极性。”

本报讯（记者 马燊）8月8日上

午，全国优秀志愿者李高峰先进事

迹报告暨美丽园区“门头沟热心人”

志愿者服务队成立大会在中关村门

头沟科技园举办。区委常委、副区

长张兴胜出席会议。张兴胜讲话

时表示，要认真落实区委十二届八

次会议精神，全力推进“红色门头

沟”党建“1179”工程，以党建引领

“高精尖”产业发展，掀起美丽园区

建设新高潮。

举办李高峰先进事迹报告暨美

丽园区“门头沟热心人”志愿者服务

队成立大会，旨在进一步弘扬雷锋精

神、推动美丽园区建设的深入开展。

会上，“北京好人”、中关村门头

沟科技园利德衡片区中联天盛党支

部书记李高峰作了个人事迹报告。

他2001年进京务工以来，组建“河

南在京环保志愿者服务队”，业余时

间积极投身环境治理、照顾孤寡老

人等公益活动，足迹遍布北京重点

商业区和街道社区。在我区“创城”

活动中，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到S1线

地铁站捡垃圾做义工、到王平镇马

各庄村开展慰问贫困户活动等，彰

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精神

风貌。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河南日报》

等全国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了他的感

人事迹，李高峰先后荣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优秀志愿者、北京好人、北京市十大

爱心明星等荣誉称号，并受到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

李高峰的事迹感染着到场的每

一个人，榜样的力量碰撞出爱心的

火花。会上，张兴胜向李高峰颁发

了石龙工委聘其为美丽园区“门头

沟人热心人”志愿服务队辅导员的

聘书。德山非公联合党支部向园区

党员和志愿者发出“学习李高峰 争

做热心人”的倡议，北京利德衡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作响应倡议的发言。

随后，区领导为成立的10支志愿服

务队授旗。

自“创城”活动开展以来，中关

村门头沟科技园认真落实区委、区

政府的部署，紧密结合园区实际，

全力以赴投身“创城”各项工作。

通过成立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争

创全国文明城区工作组和“绿色发

展”“生态富民”“弘扬文化”“文明

首善”“团结稳定”5 个分队抓组

织，通过召开“中关村门头沟科技

园全力以赴投身全国文明城区创

建工作誓师大会”抓发动，通过制

定《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全力以赴

投身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实施

方案》抓落实，通过“马克思主义读

书会”和各类媒体抓宣传，通过领

导带头和攻坚“脏乱差”抓重点，通

过数字监控系统及人盯车巡等方

式抓监督，园区的文明程度有了很

大改观。

今后,园区将以“红色门头沟”

党建为引领，以李高峰为榜样，通过

10支“门头沟热心人”志愿服务队，

定期组织开展扶贫救困、文明礼仪、

科技普及、环境保护等志愿服务活

动，弘扬榜样精神，倡导文明新风，

打造美丽园区。

本报讯（记者 陈凯）为做好

水源生态保护，打击违法捕鱼行

为，近日，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公

安、龙泉镇在龙泉湾开展禁渔管

理现场执法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

禁渔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材料，详

细讲解我区水域实施禁渔管理

的意义以及违法捕捞将面临的

严重法律后果。随后，区农业综

合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还进行

了现场执法检查，对河道内的地

笼、密眼挂网等工具进行统一清

理，并将笼内存活的鱼、虾等水

生物进行放生。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

法大队副队长杜永强告诉记者：

“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强宣传，同

时会同属地镇街、公安等部门加

大对非法捕捞水生物的打击力

度，同时也呼吁广大群众，如果

发现非法捕捞行为，请及时向区

农业农村局和公安部门举报。”

据了解，近两年，区农业农

村局运用多种举措开展渔业资

源保护执法行动。截至目前，共

开展各类执法检查行动789次，

出动执法人员2574人次，立案

22 起，清缴禁用渔具地笼 233

条，没收铁制船只1艘、皮筏子4

只、鱼叉4柄、电捕工具13套，罚

款人民币8000元。

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提

示，永定河门头沟段及其一级支

流水域全面实行禁渔制度以后，

非法捕捞水产品除了达到一定

数量或价值达到一定金额以外，

在禁渔区或禁渔期内，凡是采用

电鱼、毒鱼、炸鱼的方法和使用

地笼、鱼叉等工具进行捕捞的行

为均将涉嫌构成犯罪，将会被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通讯员 陈永）“亲爱

的，谢谢你选择和我在一起，我

会用余生陪你到天荒地老……”

七夕节当天，一对对新人在区委

社会工委区民政局领导和区婚

姻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的见证和

祝福声中，深情地向爱人告白，

脸上洋溢着幸福和甜蜜。

为切实做好七夕节当天的

婚姻登记管理服务工作，区婚

姻登记中心提前筹划，精心进

行准备，为前来领证的新人提

供温馨周到的婚姻登记服务。

截至当日下午3时，共有20对

新人前来办理结婚登记。

区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翟

颖介绍，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家庭美德，启发新人感

悟婚姻家庭所蕴含的温馨与责

任，我们特意为新人们准备了

“婚礼式颁证服务”和“情定‘七

夕’，一生相依”“许愿墙留言合

影”以及婚姻家庭建设大讲堂

等特色服务，引导新人们自觉

树立忠贞不渝、互敬爱亲的良

好家风。

本报讯（通讯员 王炜）近

日，我区垃圾压缩转运站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以“一言一行树

形象，一举一动建文明”志愿活

动为契机，对区殡仪馆门前道路

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抢救性清理

和修补。

近期降雨频繁，区殡仪馆门

前道路在泥沙、石子的接连冲击

下出现损毁，部分泥沙、石子堆

积路面，导致排水口堵塞，出现

大面积积水，给往来居民出行带

来了不便。区垃圾压缩转运站

党支部发现险情，及时动员力

量，发动15名党员志愿者，及时

对该路段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

和修补。

在历经2个小时的奋战，共

清理泥沙、石子等杂物5.6吨，有

效防止过车溅水、轿车托底现象

的发生，改善了周边居民的出行

环境。

参加活动的工作人员表示，

险情就是使命，服务就是初心，

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战胜险情，

改善环境。

拓展社区活动空间 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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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194 1 28
211 2 27
224 3 26
242 4 25
254 5 24
269 6 23
269 6 23
285 8 22
306 9 20
306 9 20
319 11 19
328 12 16
330 13 14

东辛房街道
城子街道
大峪街道
永定镇

潭柘寺镇
军庄镇
龙泉镇
王平镇

大台街道
雁翅镇

妙峰山镇
斋堂镇
清水镇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

题的意见》（厅字〔2019〕3 号）精神，切实维护

退役士兵切身利益，稳妥有序解决广大退役

士兵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

退役士兵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优

待，充分共享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成果，充分体

会到社会尊崇，我区正在开展解决部分退役

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现将有关部分退役

士兵社会保险接续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对象
2019 年 1 月 21 日《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

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施行前，以政府安排

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

（二）适用情况
2019 年 1 月 21 日《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

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施行前出现的基本

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未参保和断缴问题。

(三)截止时间
截止时间为：2019 年 12 月 31 日。原则上

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提出申请的均为办理

范围，之后提出的不再受理个人申请。
（四）办理程序
请 2019 年 1月 21日前以政府安排工作方

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认真梳理个人 2019
年 1月 21日前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欠缴、

断缴情况，带齐相关材料，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到原安置单位或原办理安置手续的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补缴申请，并需提交以

下办理材料：

1.入伍批准书或应征公民入伍政审表等入

伍证明材料主件（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的复

印件）；

2.退出现役登记表（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

章的复印件）；

3. 户口本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

4.相关保险缴费记录，如在多个地区参保

的，需提供多地缴费证明或个人账户查询单

等缴费记录凭证。

（五）受理地点及时间
受理地点：门头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门

头沟区滨河路 87 号 原门头沟区食药监局一

层）

受理时间：

上午 9:00至 11:30
下午 1:30至 5:30
咨询电话：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69852514
区人保局 69842044
区医保局 69842756

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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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泉镇 98.2 1
潭柘寺镇 97.9 2
东辛房街道 97.5 3
永定镇 97.1 4

大峪街道 96.5 5
军庄镇 96.4 6

城子街道 96.1 7

其他地区

斋堂镇 98.6 1
雁翅镇 98.2 2
王平镇 97.9 3

妙峰山镇 97.8 4
大台街道 97.5 5
清水镇 96.8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