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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城地区

永定镇 99.3 1
东辛房街道 98.6 2
龙泉镇 98.2 3
潭柘寺镇 97.9 4
城子街道 97.2 5
大峪街道 96.1 6
军庄镇 95.4 7

其他地区

清水镇 98.6 1
斋堂镇 97.9 2
大台街道 97.8 3
王平镇 97.2 4
妙峰山镇 96.8 5
雁翅镇 96.5 6

10月25日-31日镇街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排名情况（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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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开放拉近政府和群众距离
本报讯（通讯员 刘欣威）近日，城子街道邀请

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群众代表等社会各
界人士30余人，到城子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参
加“初心同行——政务公开日”活动。

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向大家详细介绍了
城子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的基本情况和服务区的划
分。城子街道政务服务中心按照“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的要求，实施“一窗
受理”综合窗口运行模式，设置了两个综合窗口，
一个综合咨询、出件窗口，一个退役军人服务窗
口，一个临时窗口。采用前后台区域划分，合理规
划功能区，既提高了办事效率，又为服务对象提供
了舒适、便捷的办事服务环境。

代表们认真听取了工作人员的讲解，并现场就
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咨询。大家纷纷表示，通过
这次政务公开日活动，对有关政策和办事流程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拉近了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以后大家办起事来就更方便了。而政务服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也表示，通过这次政务开放日活动，提
升了基层工作人员为民解忧解困的服务意识，要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落到实处，做好基层社
会保障工作,更好的服务辖区百姓。

11月份第一周(10.28-11.03）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10月份第4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2019年供暖季即将到来，为
做好供暖期间特种设备安全工
作，近日，区市场监管局面向全
区供暖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开展
安全工作培训，辖区21家单位全
部参加。

会上下发《燃气锅炉使用安
全风险防范工作指南》，传达了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
好今冬供暖季特种设备安全工
作的通知》，就供暖季燃气锅炉
安全管理进行培训，学习内容包
括燃气使用安全风险防范措施、
低氮燃烧改造燃气锅炉安全风

险措施、燃气锅炉使用日常安全
管理注意事项等内容。

会议强调，供暖特种设备使
用单位要落实“三落实、两有证、
一检验、一预案”的工作要求，使
用标志张贴在设备明显位置，并
对司炉工进行安全教育，认真学
习燃气锅炉使用安全风险防范
工作指南，做到一炉一证，保障
锅炉安全运行。区市场监管局
将加强值守，督促供暖单位落实
工作要求，为冬季供暖工作有序
开展提供保障。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供暖季特种设备安全培训

潭柘寺镇采取“五步走”措施助推“创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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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街道 32 1 185

大峪街道 32 1 185

东辛房街道 29 3 243

永定镇 29 3 243

龙泉镇 26 5 279

潭柘寺镇 24 6 289

军庄镇 23 7 300

王平镇 23 7 300

雁翅镇 21 9 311

大台街道 20 10 314

斋堂镇 19 11 320

妙峰山镇 18 12 323

清水镇 16 13 329

打造社区治理品牌 携手共建幸福家园

我区举办首届社区邻里节
本报讯（记者 李倩）跳蚤市

场、歌舞联欢、慈善大集……近
日，我区首届社区邻里节在大峪
街道绿岛社区举办。社区居民
们相聚一起，在互动中体会着邻
里节文化带来的乐趣，表达着心
中对社区、对绿水青山门头沟的
无限热爱。副区长张翠萍出席
活动，

张翠萍在致辞中表示，我区
将建立长效机制，把握时代脉搏，
紧扣“创城”主题，突出实践特色，
把社区邻里节办成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展现全
国文明城区创建成果的缤纷窗
口、体现一居一品和楼门文化的
特色亮点，打造成绿水青山门头
沟社区治理活动的品牌，积极营
造和谐邻里关系，推动形成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氛围。

记者了解到，此次首届社区
邻里节以“邻里守望互助，共建

幸福家园”为主题，在全区123个
社区全面展开。各社区纷纷围
绕“邻里乐”“邻里颂”“邻里情”
三个方面，结合党员回社区报
到、团员回社区报到、学生回社
区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系列文化活动等工作，因地
制宜，调动辖区资源，突显社区
特色，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
喜闻乐见的活动内容，吸引居民
走出家门，密切邻里关系。

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举办社
区邻里节活动，可以更好地传承
和发扬和睦、友爱、互助的邻里
精神、进一步增强居民对社区大
家庭的认同感，调动广大居民参
与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的
积极性，为构建温馨和谐幸福家
园，促进我区“六城联创”工作，
提升社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发挥重要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10月
31日下午，我区举办御窑官制
——琉璃重生文化论坛。副区
长庆兆珅、区政协副主席高连发
出席论坛。

这次论坛发布了“琉璃重
生”计划和对琉璃文化创意产业
园的规划设想，同时邀请了来自
故宫博物院、北京社科院、北京
史研究会等权威机构的专家学
者，就琉璃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琉璃文创文旅研发等内容进行
深入探讨。

据了解，琉璃渠村有着“中
国皇家琉璃之乡”美誉，这里的
琉璃烧造技艺已有超过700年
的历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了更好的传承保
护这项技艺，我区将利用琉璃
渠村700年老瓦厂明珠瓦厂的
官窑历史地位，充分利用厂区
现有文化资源，借助故宫博物
院的优势资源，深入挖掘其文
化价值，对瓦厂的古老官窑进
行升级改造，助力传统琉璃文
化华丽重生。

区文旅局副局长马骐告诉
记者：“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与
故宫博物院、金隅集团对接，将
明珠瓦厂打造成京西第一个以
研究性生产为核心的非遗产业
园区。这也是作为西山永定河
文化带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对我
区文旅产业发展进行补充。”

我区举办
御窑官制——琉璃重生文化论坛

本报讯（通讯员 蔡彬）2019年
是我区“创城”工作强力推进、奋勇
攻坚之年，潭柘寺镇从建立健全长
效机制出发，强化督促整改提升，营
造了浓厚的“创城”氛围，在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的积极参与下，全镇再
次掀起了创建热潮，推动了“创城”
工作全面开展。

潭柘寺镇“创城”工作按照“五
步走”精准发力，一是抓重点，完善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以潭
柘寺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赵家
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示范点，
向全镇推广。安装各类上墙展板
39块，完善各所站项目资料。二
是找差距，对标迎检点位全面摸
排。组织《门头沟区 2019 年相关
单位迎接文明城区测评点位标准
说明》培训，通过“主要领导入村调
研、8个工作组全程督导，包村干
部入村指导”的方式，形成压力传
导机制。各部门迅速开展模拟自
评自查。三是补短板，聚焦公共服
务水平优化提升。设置学雷锋志
愿服务站点13处，完善服务制度、
服务设施并做好服务记录。新安
装公共卫生间指示牌 10个，张贴
指示牌、公益广告27处，在所有公

共卫生间配备残疾人坐便器扶
手。四是强弱项，加大潭柘新区环
境秩序整治。逐院推进堆物堆料
和小广告清理工作。大力整治潭
柘新区飞线充电现象，发放相关通
知 170 份，安装电动车充电桩 17
组。修建休闲广场1个，推进百余
个楼门无障碍坡道改造工作。五

是提士气，营造“创城”迎检浓厚氛
围。新增更换横幅标语 40幅、公
益广告 15块，施工围挡公益广告
800余米，公共广场、公园绿地文
明行为引导提示牌18个。

在“创城”工作中，潭柘寺镇还
牢牢把握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
的旗帜方向。坚定不移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好“两山”
理论守护人，以更高站位深化对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重大意义的认
识。把稳绿色发展的政治方向，回
答好“门头沟四问”，以只争朝夕的
精神状态和永争第一的精神追求，
不断增强“创城”攻坚的使命感、
责任感和紧迫感。始终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作为对全镇工作和民
心民意的双重检验，与“接诉即办”
工作同步进行部署，推动“创城”
攻坚与各项重要工作深度融合。
紧紧围绕“红色议事会”制度，科学
系统的解决民生问题，提升群众幸
福指数。全面发动群众、依靠群
众、服务群众，以人民群众的满意
度，激发起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激
情和干劲。

下一步，潭柘寺镇全镇上下还
将树立“一盘棋”思想，切实抓好各
自领域的创建工作，妥善处理好创
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关系，一般工
作与重点工作的关系，既要各司其
职，又要协同作战。杜绝消极懈怠、
推诿扯皮现象，不等不靠、不推不
让，积极主动的完成任务，形成全镇
一条心的“六城”联创局面。

本报讯（记者 杨铮）随着秋
冬季节的到来，即将进入季节性
流感流行期。目前，流感样病例
人数及流感病毒阳性率略有上
升，但流感活动强度仍处于较低
水平。记者了解到，我区已开始
接种流感疫苗工作，10月15日至
11月30日为免费接种时间。

60周岁以上本市户籍老人
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或社保卡可在
流感疫苗接种门诊接受免费接
种。同时，年满65周岁的本市户
籍老人还可同时免费接种23价
肺炎球菌疫苗，既预防流感又预
防肺炎球菌性疾病，保护更全面。

医务人员提醒：“接种疫苗

前，如果您对鸡蛋或抗生素有过
敏史，一定要向工作人员提前告
知。如遇感冒、发烧、咳嗽等发
病急性期时，需等疾病痊愈以
后，再进行疫苗接种。此外，接
种疫苗后，24小时之内不能洗
澡，回家后需注意观察疫苗注射
部位，如发生局部红肿、疼痛或
全身发热、出汗和疲劳等反应，
无需做特殊处理，约1-2天便可
自行消退了。”

目前，我区共有16处免费疫
苗接种点，市民可拨打电话12320
公共卫生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上网
查询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或北京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

我区已开始接种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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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军庄镇 100% 100% 0 2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4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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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斋堂镇 100% 100% 0 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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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日，
区第二十九届“119”消防宣传月
活动正式启动。副区长王涛出
席活动。

王涛为2019年度消防工作先
进单位、先进个人颁发表彰证书，
并宣布本届消防月活动正式开始。

活动中，全体消防救援人员
重温入队誓词。启动仪式后，与
会人员参观了消防救援队伍建
设成果展、消防知识展板、消防
特种车辆、消防宣传车，观摩了

消防器材演示，体验了灭火器材
操作使用，发放了《消防常识二
十条》等宣传材料。

区消防支队二大队大队长
倪海军说：“全区各镇街、社会单
位都会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
动来提高全区人民的消防意识，
确保辖区消防安全稳定。”

据了解，今年的“119”消防
宣传月活动主题为“防范火灾风
险，建设美好家园”，活动将持续
到本月底。

防范火灾风险 建设美好家园

我区启动“119”消防宣传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