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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第一周(8.26-9.1）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8月份第4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东辛房街道推出传统曲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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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 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茹）“在家门

口就能欣赏到传统曲艺表演，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真是太方便了。”

刚刚在东辛房文化中心看完“东辛

房一笑堂”传统曲艺演出的居民们

纷纷表示。

“东辛房一笑堂”是由区文化旅

游局、东辛房街道主办，北京京西一

笑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区曲

艺家协会协办，我区首家也是唯一

一家公益的传统曲艺的剧场。

演出在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日

晚上七时举行。演出形式有：相声、

鼓曲、快板、山东快书、魔术、古彩戏

法、变脸、杂技等，剧场还长期为大家

展览曲艺的书籍和伴奏乐器，如快

板、牛骨数来宝、撒拉机、双簧的道具

等。曲艺演出由于不受场地、音响等

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而且大多演出素

材都是演员自己编写的，多为反映身

边美德，抨击身边丑陋现象的内容，

有着“曲艺轻骑兵”的美誉。

据了解，为了弘扬传统曲艺文

化，从2017年 9月开始,东辛房街

道每周日下午两时举办“京西曲艺

沙龙”，专业的曲艺演员和辖区的

曲艺爱好者通过沙龙进行互相学

习交流。9岁的马骏小朋友就是通

过在沙龙学习，2018年荣获北京市

少儿曲艺二等奖。今年3月30日

“东辛房一笑堂”正式成立，随后4

月20日传统曲艺课——快板课也

随着“东辛房一笑堂”的成立开课

了，为培育更多的“曲艺苗子”提供

了肥沃土壤。

此外，“东辛房一笑堂”开展的

“小剧场群众性传统曲艺公益演出”

及“传统曲艺传承公益课程”项目，

把更多的人吸引到传承传统文化的

队伍中来，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他们为雁翅镇田庄村京

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创作的牛骨

数来宝《雁田曙光》、相声《我要当英

雄》等，就是为了讲好门头沟故事，

用曲艺形式宣传门头沟和门头沟的

文化，传递正能量，坚定文化自信，

同时，也为推动街道文明实践活动

做出了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薛楠）近期，区

环卫中心紧盯重要节点，上下联

动，各责任部门、单位全线到岗，全

力打响“创卫”攻坚战。

路面净。增加路面作业保洁

频次，致力守住首都西大门。该中

心一队紧密安排作业，发挥人机结

合作业优势，在清洁城区主干道

路、背街小巷的同时，对沿线责任

范围内过街天桥、果皮箱、安全护

栏逐一擦拭，确保城市景观清洁、

亮丽。

专业强。严守“三专一分开一

固定”工作机制，确保分类垃圾清、

转有序无遗撒。该中心二队、转运

站各负其责，紧盯分类垃圾清、转

运作业流程，强化工作机制，加强

清理管辖范围内每一处垃圾站点，

确保上路车辆干净、清洁无遗撒。

管理细。强化公厕保洁作业

管理，推进“厕所革命”见实效。

该中心三队、斋堂所分别做好责

任范围内的公厕管理，在保证抽

运实效的同时，着重清洁公厕卫

生，清理周边环境，及时维修、更

换破损设施设备，严格做到人走

厕净不留异味。

检查勤。加强各项作业监督

管理，确保“创卫”期间环境治理无

死角。“创卫”复审期间，该中心机

关各科室划分责任区域，除必要岗

位应急值守，其他人员全部上到一

线，对责任范围内道路、公厕、垃圾

站点环境卫生进行不间断的全天

候检查，力争做到以“创卫”促机

制，环境治理无死角。

本报讯（记者 李倩）为确保我

区2019年秋季开学工作顺利开展，

有效防范化解校园风险，8月 29日

至30日连续两日，区教委联合区公

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

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烟草局等

相关部门开展校园安全大检查。

此次检查共分为 7个组，对全

区 73 所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拉网

式、全覆盖的大排查，重点检查了

校园的消防安全、生产安全、食品

安全、校园周边环境秩序等 16 项

内容，全面排查了校园安全隐患。

区委教工委副书记、区教委主

任陈江锋告诉记者，对于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相关部门已要求各学校

立行立改，切实做到保障学生们健

康、安全的学习成长，努力把校园

建设成为学生安心、家长放心、社

会满意的平安和谐的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为巩

固马鼻疽、马传染性贫血消灭成

果，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于8月27日启动实施

全区马鼻疽、马传染性贫血专项

监测与调查工作。

这次专项监测将在全区马、

驴、骡等马属动物存栏中抽取10

只进行血液采样，并及时将血清

送至北京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通过变态反应实验、补体结

合实验、血清学筛查、免疫琼脂

扩散实验等实验室方法进行专

业检验检测，准确掌握我区马属

动物存栏情况以及马鼻疽、马传

染性贫血无疫安全情况。

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严格按照北京市开展马鼻疽、马

传染性贫血专项监测与调查工

作要求展开，并结合单位人员变

化情况，明确了牵头领导，组建

了兽医技术工作小组，压实了责

任，确保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

另外据了解，区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每年均按照“两病”

相关防治技术规范要求，在深入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坚

持春秋两次对全区存栏马属动

物按照规定比例进行抽检送检，

至今一直保持“两病”无疫状态。

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有关负责人还表示，我区马鼻

疽、马传染性贫血专项监测与调

查工作将于9月20日前完成。

本报讯（通讯员 张孝前）近
日，为更好地营造良好环境秩

序，区城管执法部门结合“创

城”重点工作，多措并举，重拳

治理无照经营、占道经营等违

法行为。

按照区域网格划分，对无照

游商、占道经营违法形态进行整

体摸排。根据经营种类、经营地

点、举报点位、当事人情况等信

息，建立无照经营、占道经营专

项整治工作台账。针对梨园地

区、永定楼周边、工地社区附近

等不同重点区域的违法行为高

发时段特点，有针对性调整执法

工作时间，定人定岗定责，确保

执法效果。

此外，城管执法部门持续加

大力度疏导、规范、查处背街小

巷占道经营行为，加强日常盯

守，高频次巡查，形成背街小巷整

治常态化。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

烈的无照游商、占道经营、随意张

贴散发小广告等违法行为。

我区开展马鼻疽、马传染性
贫血专项监测调查

区环卫中心上下联动全力打响“创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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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0% 0
2 城子街道 100% 1 100% 2
3 东辛房街道 100% 2 100% 0
4 大台街道 100% 0 1
5 潭柘寺镇 100% 100% 2 100% 4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1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3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0 3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3 100% 3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9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4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3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3 100%
14 全区合计 100% 100% 10 100% 36 100%

—

100%
—

— 100%

—

—
—

—
—

—
—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城子街道 98.6 1
永定镇 98.2 2
军庄镇 97.2 3
大峪街道 96.8 4
龙泉镇 96.5 5
潭柘寺镇 96.1 6
东辛房街道 95.8 7

其他地区

妙峰山镇 98.2 1
王平镇 97.9 2
斋堂镇 97.5 3
清水镇 97.2 4
雁翅镇 96.8 5
大台街道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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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271 1 15
271 1 15
294 3 13
305 4 12
305 4 12
305 4 12
305 4 12
314 8 11
320 9 10
320 9 10
323 11 9
328 12 8
330 13 7

永定镇
东辛房街道
城子街道
军庄镇
龙泉镇
潭柘寺镇
大峪街道
王平镇

雁翅镇
大台街道

妙峰山镇
斋堂镇
清水镇

区残联推进冰雪项目助力冬残奥会
本报讯（记者 李倩）为进一

步推动我区残疾人冰雪体育运

动的发展，同时促进残疾人旱地

冰壶活动的推广，近日，区残联

举办了2019年残疾人“推进冰

雪项目，助力冬残奥会”系列活

动之旱地冰壶项目培训,来自全

区各街镇共100名残疾人参加

了本次培训。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让残

疾人朋友更深入地了解旱地冰

壶比赛规则，在理论知识讲座

后，还安排了组合式比赛，所有

学员4人一队，进行比拼，各队有

输有赢，成员之间都在出谋划

策，为能“出击”好每一个冰壶而

努力。

据了解，除了旱地冰壶培训

外，区残联前期还组织了90名残

疾人到冰雪体育中心体验了真

正的滑冰和冰壶运动。参与活

动的张阿姨说：“‘推进冰雪项

目，助力冬残奥会’系列活动不

仅让我们对冰雪运动有了深入

了解，还亲身体验到冰雪运动带

来的快乐，激发了我们积极参

与、关注、投身到冰雪健身运动

中的热情，为助力北京冬残奥

会、决胜全面小康，做出残疾人

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