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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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发现问题第三方发现问题第三方发现问题第三方发现问题
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上周上周上周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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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3 东辛房街道 100% 3 0% 0

4 大台街道 100% 0 1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0 2 0%

6 永定镇 100% 100% 3 100% 2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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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11 雁翅镇 100% 100% 2 100% 2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2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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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欣威）日前，
城子街道文化中心开展了“快乐说
英语，童心看世界”英语素养提升
活动。

本次活动由区教委与城子街
道联合举办，是“引进外教”走进社
区，让课后时光充满乐趣的有益尝
试，为社区的孩子们提供了高水
平、国际化的文化提升内容。

“1，2，3！ stand up！”随着指
令下达的一刻，Haydene 老师开始
了精彩的口语活动。一首欢乐的
英语歌热身，让小朋友们在欢乐
的韵律中学会如何与 Haydene 老
师互动。对于不敢开口做自我介
绍的小朋友，Haydene 老师及时给
与他们指导和鼓励。她用丰富的
表情和夸张的动作来吸引小朋友
们的注意力，充分地调动了小朋
友们的积极性。小朋友们跟着
Haydene 老师的节奏，模仿她的动
作，在游戏互动中，渐渐的胆子大
了一些，兴趣高了一些，整场活动
的英语氛围越来越浓。接下来到

了舞台台风展示环节，小朋友们
轮流在台上用英文自我介绍并选
择自己喜欢的内容进行演讲。

参加活动的小朋友们纷纷表
示，想学好英语一定要大胆开口，
给自己多制造听、说英语的环境，

相信只要持之以恒，我们的英语能
力一定会有所提高。

据了解，城子街道文化中心积
极响应区委、区政府号召，引入精
品、优质的文化提升项目合作。本
次活动是“引进外教”走进社区的

有益尝试，进一步促进了我区基础
教育国际化进程。今后，该街道文
化中心作为公共服务平台与阵地，
将会加大精品文化的引进力度，让
社区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文
化服务。

11月份第四周(11.18-11.24）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11月份第3周
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本报讯（记者 陈凯）京煤集
团总医院正式成为国家消化道
早癌防治中心联盟成员单位。

近年来，京煤集团总医院在
消化道诊疗方面投入了大量资
金，引进了先进设备和医疗专
家，先后诊治抢救了多起消化危
重病人，为我区百姓提供了优质
的诊疗服务。

京煤集团总医院消化肿瘤内
科主治医师王艳说：“这次加入国
家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为医
院搭建了全国消化道疾病诊疗技

术交流平台，作为成员单位，我们
也将充分利用平台优势，积极探索
创新，不断提升专业诊疗水平，更
好的为我区百姓服务。”

据了解，国家消化道早癌防
治中心联盟是由国家卫健委、国
家消化内镜质控中心、国家消化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七家单
位联合成立的，旨在贯彻落实健
康中国发展战略，通过各级医院
提高消化道肿瘤防治水平，建立
消化道肿瘤筛查、早诊、早治的
防控体系。

本报讯（通讯员 梁盼）2019年，
龙泉镇紧紧围绕创建“全国双拥模
范城区”这一重要工作，坚持党建为
引领，立足打造门头沟“双拥”特色
品牌，狠抓“双拥”工作落实，进一步
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的大好局面，促进“双
拥”工作上新台阶。

加强组织领导，夯实社会拥军
基础。

坚持用“红色门头沟”党建引领
“双拥”工作，将“双拥”工作与党建和
经济工作结合起来齐抓共管，与驻地
部队连续5年签订“双拥”共建协议
书；建立拥军优属“1+3+3”工作机
制。“1”是以镇“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为
唯一核心统领工作开展；“3”是三个抓
好，即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好调研、分管
领导具体抓好困难优抚对象帮扶工
作、利用党群服务中心抓好军民共建
创新工作，“3”是和辖区3个部队进行

“双拥”共建联动机制；开展基层“双
拥”规范化建设，使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工作有序开展，共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1004个，35个村居退役军人服务站已

全部达到“五有”标准服务站建设。
支持部队建设，持续深化军民

融合。
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支持部队基

础设施建设，帮助解决各类实际问
题。投入资金为龙泉务消防中队提
供经费保障；结合疏解整治促提升、
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拆除违建修建

1100平方米公园，美化三家店海军
仓库周边环境；重新修整路面为三家
店油研所部队出行提供方便；东南街
社区与辖区部队开展“春节送福字”、
学雷锋树新风志愿服务、为部队官兵
及其家属进行义诊等各类共建活动。

强化政策落实，提供优抚安置
服务。

元旦、春节、“八一”等节日，镇
领导分头带队，走访慰问辖区烈属、
伤残军人、复原军人、部队广大官兵
等成常态化。近3年来，累计慰问
600余人次，2019年发放重点优抚
对象抚恤补助金329000元、义务兵
优待金372768元，为优抚对象、困
难退役军人家庭进行救助。积极推
进退伍军人及随军家属就业安置，
2019年安置3人解决就业问题。

查找薄弱环节，打造亮点营造
氛围。

根据“双拥”模范城创建要求和
考核标准，召开专题会，镇主要领导
带队到村居指导工作，完善村居工
作机制及档案材料；在党群服务中
心设立老兵恳谈室、老兵活动中心、
老兵阅读室等专区，使“双拥”工作
迈上新台阶；在镇政务服务大厅、各
村居设立军人依法优先窗口，设立
退役军人专座和退役军人阅读角
等；打造峪新社区国防教育一条街，
制作20块涉及“双拥”共建、国防教
育等方面知识的展板，集中向居民
展示，以不断提升居民的国防意识。

京煤集团总医院

成为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
联盟成员单位

龙泉镇扎实推进“双拥”工作深入开展取得实效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街道名称街道名称街道名称街道名称 浓度浓度浓度浓度 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 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PM2.5

城子街道 52 1 36
大峪街道 49 2 75
东辛房街道 46 3 148
永定镇 44 4 200
潭柘寺镇 43 5 222
龙泉镇 43 5 222
斋堂镇 40 7 281
大台街道 39 8 290
王平镇 39 8 290
雁翅镇 38 10 302
军庄镇 38 10 302
清水镇 36 12 312
妙峰山镇 34 13 324

我区举办京郊旅游“百千万”
门头沟区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 任轶洁）近日，
我区举办 2019年京郊旅游“百千
万”门头沟区旅游从业人员培训
班。此次培训为期两天，共有来自
我区景区、饭店、民宿、旅行社、民俗
户等不同业态和区文旅局、区文促中
心等单位的150名学员参加培训。

据了解，京郊旅游“百千万”培
训，是市文旅局一项重要的人才培训

工作，有着多年的成功经验，已经成
为北京市旅游人才培训领域的第一
品牌。本次培训班“文旅融合——我
把非遗带回家”的主题充分抓住了当
前文旅产业发展的关键，课程设置生
动新颖，通过课堂授课、案例分析、现
场教学、分组讨论和交流分享等形
式，深入浅出的讲授了我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民宿经营、旅游产品开发、

旅游线路设计融合的思路、形式和具
体措施，考察学习了外区不同类型的
优秀民宿经营情况。

同时，此次培训结合我区旅游发
展特点和当前重点工作，还邀请了治
安支队、应急救援支队，对旅游治安
消防等方面的具体工作进行了讲解，
学员学习热情高涨，收获颇丰。

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文

化旅游人才培育，是把我区丰富的
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转化为
文旅市场优势的核心和关键。下一
步，区文旅局将把旅游人才培训作
为行业管理服务工作的重点，把
2020年作为文旅人才培训年，做到
季季有主题，月月有重点，以培育促
提升，为我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健康
发展培育更多的实用人才。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
区直机关举办“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巡回宣讲会。通
过征集、宣讲“身边的好故事”的
形式，为大家讲述典型党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努
力工作、心系百姓无私奉献的实
践历程。

本次主题教育巡回宣讲设有
6个党建联谊组，共选取了7位党
员的故事为素材,展现了共产党

员无私奉献、奋发向上、锐意进取
的拼搏精神。

区检察院检察官刘玉霞说：
“今天听了几位宣讲员的宣讲
故事，我感触颇多，他们的服务
精神、敬业精神和工匠精神深
深打动了我。作为一名检察
官，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认真执
法、公正执法，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起司法案件当中都能感受到
公平正义。”

区直机关

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巡回宣讲会

本报讯（记者 闫吉）近日，记
者在军庄镇的清洁型煤销售点
看到，村民正拿着煤券有序排队
购买型煤。随后大家按照换取
型煤的出库单搬运、装车。现场
管理人员按照购煤的种类和重
量进行查验。

据了解，我区供应的清洁
型煤包括煤块、煤球、蜂窝煤三
种。为了方便群众购煤，我区

在清水镇、斋堂镇、雁翅镇、王
平镇、军庄镇、龙泉镇、永定镇、
潭柘寺镇和大台街道，分别设
立了型煤销售点，满足市民的
购煤需求。

区城管委能源服务科谭士
杰介绍，截至目前，我区销售燃
煤7600吨，比去年增长三分之
一，预计到本月底配送型煤
10000吨。

保障清洁型煤供应
让百姓温暖过冬

外教走进社区

夯实社会拥军基础 持续深化军民融合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永定镇 98.6 1

大峪街道 98.2 2

潭柘寺镇 97.9 3

军庄镇 97.8 4

东辛房街道 97.5 5

城子街道 97.2 6

龙泉镇 96.8 7

其他地区

王平镇 98.6 1

斋堂镇 98.2 2

雁翅镇 97.2 3

大台街道 96.8 4

清水镇 96.5 5

妙峰山镇 96.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