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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镇 75 1 193

大峪街道 75 1 193

城子街道 72 3 208

军庄镇 71 4 216

永定镇 69 5 226

妙峰山镇 63 6 277

王平镇 61 7 292

东辛房街道 61 7 292

潭柘寺镇 55 9 316

雁翅镇 50 10 326

大台街道 49 11 327

清水镇 46 12 329

斋堂镇 46 12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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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中央、市委和区委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按照北京市纪委、市监委专项整治工作部
署，近日，门头沟区纪委、区监委机关牵头，会同22个区级机关制
定了《关于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专项整治方案》，部署开展

21项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为严格落实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坚持开门搞政治，请群众参与、让群众评判、受群众监督”的要
求，方便群众参与监督和反映问题，现将专项整治受理群众监督
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公布如下：

依托全市乡镇（街道）粗颗粒物监测网络系统，共
对约325个乡镇（街道）粗颗粒物进行监测排名，门头
沟区10月7日-10月13日镇街TSP浓度（微克/立方
米）排名情况（倒序）如下表：

10月7日-10月13日镇街TSP浓度
（微克/立方米）排名情况（倒序）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据了解，这次活动是八中附小“二十四节气”实践教育活动
中的一项内容，学校依托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文化，引导学
生亲身参与气象、农业、文化、科技等方面知识的学习，促进学
生均衡发展。

八中附小校长刘亚丽说：“除了秋收主题，学校还设置了春
分开耕节主题活动，把真实的场景搬进校园，进行艺术化处理，
为孩子营造美丽的生态农场。我们希望通过‘二十四节气’实
践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民族传统知识的理念，挖掘学生动
手动脑能力，同时，也希望他们通过真实的体验，能够感受到劳
动带来的快乐。”

亲身体验秋收文化 促进学生均衡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铮）今年
是我区创建全国“双拥”模范
城的迎检之年，龙泉镇在育园
路增设全区首个“双拥”工作
宣传展板墙，墙体长约120米，
共设有20块展板，醒目的标语
和各类政策的宣传，为过往的
市民了解“双拥”工作提供了
平台。

为把退役军人各项政策
全面落到实处，龙泉镇还进
一步完善了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体系建设，分别在镇内党

群服务中心和政务服务大厅
增设退役军人服务站、服务
窗口。同时，为全镇35个村
居建立退役军人基层服务
站，全面夯实“双拥”工作基
层基础。

龙泉镇负责人刘成文介
绍：“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完
善老兵退伍中心、恳谈室和
接待室的建设工作，加强有
关工作培训，让属地老兵享
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崇高的
荣誉。”

我区加大“双拥”工作宣传力度
积极落实服务窗口建设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由
于海拔高，气温低，清水镇百
花山和小龙门景区的红叶会
首先变红，形成高山霜叶景
观。百花山的风景资源可分
为4大景区、35个景点，层林
尽染的浩瀚林海宛如一幅水
粉画铺挂在群山之上，尽显山
之瑰丽。道旁群山中艳丽的
红叶，多姿多彩，蔚然壮观。

此外，斋堂镇的马栏村和
双龙峡景区也是秋季赏红叶
的好去处。马栏村不仅是一
处古老的村落，更是八路军冀
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所在
地。正所谓，“西山红叶好，霜
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
见英雄。”双龙峡景区也是群
山红遍，层林尽染，姹紫嫣红，
湖光倒影，美不胜收。

如果想就近观赏红叶，妙

峰山景区会是一个比较不错
的选择。从妙峰山牌楼到景
区间的公路是北京市最美乡
村公路之一，这里的公路蜿
蜒向上，一路开车，就能欣赏
到路边的红叶和爬山虎迷人
的景色。而秋季的妙峰山，
整个景区都会被枫林、松林、
杏林、黄栌覆盖，满眼红叶如
火，满眼秋叶斑斓，绵延数十
里，层林尽染，使游人如在画
中游。

此外，秋天的潭柘寺也到
了最美的季节，再过半个月，
这里的帝王银杏树将进入最
佳观赏期，深秋时节，古乐悠
扬，茗茶飘香，是金色银杏叶
纷纷飘落的时刻，游客在其中
可以感受到大自然震撼的美
景交织悠久寺院历史文化所
产生的动人画面。

京西红叶秋来早
观赏红叶正当时

区纪委区纪委、、区监委机关公布专项整治区监委机关公布专项整治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监督举报方式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本报讯（记者 马燊）近日，八中附小以“秋收”为主题，举办实践教育活动，引导
学生了解农业生产知识，促进学生各方面均衡发展。

活动分为了解农业、辨识农作物、体验剥玉米粒、体验剥花生四部分内容，学生
通过动手动脑参与互动，深刻认识农具、农作物，同时，在体验的过程中还可以获得
粮票，兑换套圈游戏机会，亲手赢得各种奖品。

拿到奖品的学生告诉记者，特别喜欢这个活动，既能了解农业知识，又能通过自
己的劳动获得奖励，而且还知道了农民伯伯种植农作物的辛苦，觉得参加这样的活
动特别有意义。

1 整治扶贫协作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区发展改革委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2187
监督举报邮箱：fgwbgs@bjmtg.gov.cn

2
整治在城乡低保家庭救助、特困人员供养等救助工作中存在的政策不够科学、程序不
够便民、救助不够精准等问题

区委社工委区民政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9145
监督举报邮箱：mzjzxk@126.com

3
解决低收入产业帮扶资金项目落地慢问题；解决“应保尽保”问题，将符合条件的低
收入农户全部纳入民政社会救助范围问题；解决低收入人口未参加医疗保险和低收入
农户危房改造问题

区农业农村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27322
监督举报邮箱：ngwdjb@163.com

区委社工委区民政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9145
监督举报邮箱：mzjzxk@126.com

区医保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1805012
监督举报邮箱：mtgylbzj@163.com

区住建委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2910
监督举报邮箱：mtgzjwzzrsk@163.com

4

严厉打击食品生产经营环节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取缔“黑工厂”“黑作坊”“黑窝点
”；实施保健食品行业清理整治，严肃查处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违规销售问题；严格
落实学校及幼儿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整治农产品质量安全问
题，重点解决蔬菜、禽蛋、猪肉、水产品质量安全和农药、兽药添加禁用成分问题

区市场监管局
消费投诉举报电话：010-69812315
食品药品举报电话：010-69828800
市场监管咨询、举报电话：010-69869727

区公安分局
环食药旅中队电话：010-69842064
公安民警违法违纪投诉举报电话：12389

5
坚决纠正截留克扣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补助问题；减轻中小学及教师承担的与教
书育人无关的不合理工作负担问题

区教委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4681
监督举报邮箱：bgs69842564@163.com

6
推动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经济负担较重问题，重点解决10种发病率高的儿童血液病和儿
童恶性肿瘤救治问题；严肃查处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骗取医疗保障基金问题

区卫健委
监督举报电话：010-60805729
监督举报邮箱：wsjyzk106@163.com

区医保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1805012
监督举报邮箱：mtgylbzj@163.com

7
解决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不闻不问、敷衍整改问题；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问题；坚决纠正生态环境保护平时不作为、急时“一刀切”问题

区生态环境局

8 坚决纠正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突出问题 区水务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4568
监督举报邮箱：mtgswjrsk@126.com

9
整治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纠正和查处发布虚假房源信息、违规收费、恶意克扣押
金租金、威胁恐吓承租人等问题，坚决取缔一批“黑中介”

区住建委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2910
监督举报邮箱：mtgzjwzzrsk@163.com

区市场监管局
消费投诉举报电话：010-69812315
食品药品举报电话：010-69828800
市场监管咨询、举报电话：010-69869727

10 切实纠治执法不公、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问题 区司法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3642
监督举报邮箱：zhifawentijubao@163.com

11

整治在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群众意识淡薄、态度生硬、作风粗暴，懒政庸政怠政
问题；审批服务行为不透明，易发生“吃拿卡要”、权钱交易问题；推诿扯皮、办事
拖沓，办事效率低下问题；职能部门与属地政府落实“接诉即办”工作不认真、接诉
不即办、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64095
监督举报邮箱：mtgzwj@163.com

区城市管理委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3425

12

整治乡村公路养护资金标准过低问题；农村煤改电、煤改气长效管护工作不精细；农
村地区排水设施不完善，运行管理水平不高，农村安全饮水运行管理薄弱；农村地区
电网长效管护机制不完备、农村地区用户用电安全意识欠缺、地理位置偏远地区巡查
消隐工作不便捷、不及时等问题；农村地区存在部分燃气调压箱未加装避雷设施以及
因路面、下沉、塌陷影响管线、调压箱等燃气设施安全运行等问题

区公路分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28967
监督举报邮箱：1026635839@qq.com

区委农工委区农业农村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27322
监督举报邮箱：ngwdjb@163.com

区水务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4568
监督举报邮箱：mtgswjrsk@126.com

区城市管理委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3425

13
整治惠民惠农资金（卡）管理中，未按照要求或规定发放，优亲厚友、吃拿卡要、滞
留克扣、截留挪用、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挥霍浪费、贪污侵占以及在落实惠民惠农
政策中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区财政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4680
监督举报邮箱：caizhengju@bjmtg.gov.cn

14
规范统计行为和方法，加强统计造假源头防控，强化统计数据质量内控机制和外部监
督，严肃问责统计造假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纠正和查处统计造假问题，解决统计数据
失真失实干扰决策判断、虚增群众获得感、透支党和政府公信力问题

区统计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68843
监督举报邮箱：mtgfgk710@163.com

15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基础设施管护机制不够完善、农民参与力量不足等问题 区农业农村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27322
监督举报邮箱：ngwdjb@163.com

16 整治险村搬迁工作中的问题 区农业农村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27322
监督举报邮箱：ngwdjb@163.com

17
整治在满足日益增多的垂钓爱好者在河湖等天然水域钓鱼需求，保障水源保护区和垂
钓人员安全等工作中，存在“一刀切”现象，未做到疏导与严管相结合的问题

区水务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4568
监督举报邮箱：mtgswjrsk@126.com

18 坚决遏制违法建设，整治违建举报核查处理不及时问题 区城管执法监察局

序号 整治项目 责任单位 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29832
监督举报邮箱：bjmtgcg@163.com

19
整治在打造精品民宿过程中，各牵头部门在认真履职，加强工作衔接，共同推动各项
服务政策落实中存在的不作为、慢作为和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区发展改革委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2187
监督举报邮箱：fgwbgs@bjmtg.gov.cn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3474
监督举报邮箱：mtgwljj@163.com

区农业农村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27322
监督举报邮箱：ngwdjb@163.com

区经管站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4255
监督举报邮箱：bjmtgjgz@163.com

区规自分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29694
监督举报邮箱：mtgjck@ghzrzyw.beijing.gov.cn

区住建委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2910
监督举报邮箱：mtgzjwzzrsk@163.com

区财政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4680
监督举报邮箱：caizhengju@bjmtg.gov.cn

20
整治在109国道新线高速公路建设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问题，开展拆迁腾退征地过
程中漠视群众利益、贪腐等问题

区城市管理委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3425

21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中涉及我区造林绿化工程建设中的问题 区园林绿化局
监督举报电话：010-69842575
监督举报邮箱：yllhjzxzz@tom.com

22 上述21个项目中涉及党员领导干部和监察对象违纪违法问题 区纪委区监委机关
监督举报电话：12388
监督举报网址：http://www.12388.gov.cn

问题（1）举报电话：010-69854470
问题（2）举报电话：010-69831872
问题（3）举报电话：010-69838942

区文化和旅游局

尊敬的纳税人：
因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升级，自2019年10月25日0

时至 10月 31日 24时，与增值税发票相关业务将暂停办
理。请您务必于 2019年 10月 24日 17时前，结合正常生
产经营需要，提前足额申领增值税发票。详见“北京税
务”或“北京门头沟税务”微信公众号相关内容。

特此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门头沟区税务局
2019年10月15日

关于及时申领增值税发票的通告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
日，副区长张翠萍带队到东辛
房街道石门营五区、七区，查
看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设情
况并召开现场推进会。

张翠萍要求，各镇街要
提高政治站位，积极学习借
鉴东辛房街道的好经验、好
做法。要结合区域特色，以

建设退役军人“学习教育之
家、沟通感情之家、学习技能
之家”为抓手，努力打造退役
军人“温馨的家”。要发挥好
退役军人服务体系的管理、
服务和保障职能，加快推进
服务站的各项软硬设施建
设，努力增强退役军人的获
得感、归属感和荣誉感。

区领导检查指导
东辛房街道双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