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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燊）细心的市民可
能已经发现，这几天，联通门头沟分公司
楼顶的大钟停止运行，并进行维修。记
者来到联通门头沟分公司，详细了解“大
钟”维修情况。

据介绍，由于大钟表盘氧化严重，机
芯运作时间过长，“大钟”出现了时间精度
和美观度下降的情况，联通门头沟分公司
组织人员进行维护。

现场维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大
钟”的机芯和表盘已经更换完毕，布线和安
装夜间反光板等工作也已完工，全部工程
顺利完成，于11月27日正式恢复运行。

联通门头沟分公司楼顶的“大钟”是
门头沟几代人的记忆，据市民回忆，“大钟”
的运行时间已经超过了30年，钟声伴随了
许多市民的成长。所以，维护“大钟”正常
运行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城市的美观，更
是因为广大门头沟市民心中的一份情怀。

联通门头沟分公司副经理高欢表
示，联通公司将认真做好“大钟”的维护
和保养工作，让门头沟百姓记忆中的情
怀长久的运行下去。

河滩河滩““大钟大钟””换换““新装新装””

11月18日-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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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李倩）近日，我区
正式开启全市首个胸痛中心“全区模
式”。区卫健委携手中国胸痛中心联
盟、阿斯利康公司共同为辖区百姓打
造“全域覆盖、全员参与、全程管理”
的胸痛救治体系。

中国胸痛中心联盟执行主席霍
勇在致辞中表示，胸痛中心“全区模
式”的开启，将更好地推动门头沟区
胸痛中心建设，实现胸痛救治从急救
到预防，从急病到慢病的延伸。中国

胸痛中心联盟将进一步与门头沟区
加强合作，更好的实践和探索门头沟
区胸痛中心“全区模式”，为健康门头
沟、健康北京、健康中国的建设做出
更大的贡献。

记者了解到，胸痛中心“全区模
式”是胸痛中心建设的升级，在全区
范围内组织符合条件的医院全面参
与，将胸痛中心、院前急救机构和各
级医疗机构进行有效衔接，以胸痛中
心和急救体系为纽带，以多学科合

作，普及市民急救知识等为主要手
段，实现以预防、急救、治疗、康复相
结合的全病程管理体系，改变了传统

“单兵作战”的局面，形成一体化的胸
痛救治网络。目前，我区共有2家医
院发起了胸痛中心规范化建设申请，
1家医院已通过认证。

“胸痛中心‘全区模式’的开启，
不仅提高了全区整体医疗水平，同
时也对全区医护人员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希望通过签约合作，让全体医

护人员更加振奋精神，做实、做细各
项工作，为辖区百姓提供更优质的
医疗服务。”区卫健委副主任叶纯告
诉记者。

“今后，区医院将积极举办心梗
救治等主题活动，继续向广大市民强
调‘有胸痛，我要拨打120’和‘心梗
救治，争取黄金120分钟’的重要理
念，让患者更清晰地了解心梗的危
害、与急性胸痛救治流程。”区医院执
行院长戴莉说。

我区正式开启全市首个胸痛中心“全区模式”

我区持续推进山区公厕改造工作我区持续推进山区公厕改造工作
让广大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让广大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陈凯）“厕所革命”
既要改面子，更要改里子。近几年，
我区持续推进山区公厕改造，通过安
装热水设备、除臭设施，完善保洁制度
等方式，提高公厕的服务管理水平，为
群众提供暖心、舒适的如厕环境。

斋堂镇东胡林村村口，有一个刚
刚经过升级改造的公厕，这个公厕在
外观上更加美观、大气，但最大的惊
喜还是在内部。厕所内没有任何异
味，除了常见的基础设施，盥洗池下
面还安装了热水器。冬天能用热水
洗手，这对村民来说实在太方便了。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以前上厕
所，冬天很冷拿不出手来，现在自从
改造以后，厕所里面有热水，现在上
厕所洗手很方便，冬天很暖和，里面
的卫生也挺好，没有一点异味。”

除了完善配套设施，区环卫中心
还安排工作人员，定期对山区公厕的
环境卫生、基础设施进行检查，提高
公厕服务保洁质量。

“日常的时候关注一下这儿的水
温，一定要让它保持在35度，使用的
时候比较舒服，天天加强检查，有问
题及时跟我们汇报，我们赶紧维修。”

区环卫中心的工作人员对环卫工人
进行指导时说。

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加上齐全
的配套设施，为山区百姓提供了许多
便利，同时也让前来游玩的市民感到
十分舒适。

“以前如厕条件确实不大好，第
一，找不着厕所，第二，好不容易找到
厕所但都难以下脚。现在，卫生间的
条件都改善了，里边儿热水、洗手液，
都配备齐全，非常贴心。”一名游客告
诉记者。

据了解，近两年，我区在“厕所革

命”方面持续发力，对农村旱厕进行
全面整治，在门城地区、109国道沿
线及重点区域内的63座公厕加装热
水设备，并对15家主要旅游景区的
30座旅游厕所进行改造。截至目
前，共安装热水设备128个，新建、提
升改造公厕555座、旅游厕所34座。

据区环卫中心业务科科长杜玉娜
介绍：“接下来，我们计划对剩余的114
座公厕加装热水设备，同时，加大对公
厕的管护力度，建立长效机制，做到四
季开放，不断提高公厕服务的保洁质
量，让广大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实行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后，市民可以通过
下载“门头沟融媒”APP、“北京交通”APP或到
银行缴纳停车费。如遇手机接收到的信息不属
于本人的停车信息、驶入驶出时间不符、缴费算
法有异议等问题，均可拨打12328进行咨询。

刘淑清说道：“在道路停车泊位外停车、
压线或跨位停车将处以200元罚款，在禁停区
域内停车或者有禁停标识区域内停车将处以
200元罚款，记3分处罚。”

此外，在一个自然月内，同一车辆欠缴道
路停车费5至10次，或累计欠费金额200元
以上（含200元）不足500元的，处200元罚
款；欠缴道路停车费11至20次，或累计欠费
金额500元（含500元）以上不足1000元的，
处500元罚款；欠缴道路停车费21次及以上，
或累计欠费金额1000元（含）以上的，处1000
元罚款。次数、金额对应不同处罚档位的，按
高限处罚。

刘淑清介绍，我区还配备了停车管理员，
停车管理员将引导车辆入位，检查车辆安全，
对违停车辆进行温馨提示，希望每位车主都
遵循“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停
车准则，为我区营造一个良好的停车秩序。

针对12月1日起开始实施道路停车电子
收费工作，区城管委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向市
民宣传道路停车电子收费相关内容。

在新桥大街，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
宣传手册和致市民的一封信，详细讲解了我
区收费标准和泊位规划，现场教市民使用
APP进行线上渠道自助缴纳停车费，工作人
员的讲解，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了路侧停车
电子收费相关信息，掌握了缴费方法。

据了解，我区是北京实施的第三批道路
停车改革，实施电子收费后，停车费用将纳入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收入全额上缴区财政，保
证收费透明、流向明确。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12月 1日零时起，我区将在石
担路、水厂北路、桥东街、政法路、双峪路、月季园路、新
桥大街、大峪二小路、黑山大街、中门寺街共10条道路，
正式施行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工作，届时，上述区域的道
路停车一律不再有人工现场收费。

目前，我区电子收费设备安装、调试已进入最后阶段，记
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安装黄色停车标识牌，上面标
注着“电子收费停车场”字样，车牌上记载着该路段的停车价
格、车位总数等信息，预计本周日前标识牌全部安装完成。

区城管委工作人员刘淑清介绍：停车泊位为白色实线，
停车位24小时均可停放，收费标准为早7时至晚7时，小型
车首小时2元，第二小时3元，十五分钟内免费停放；大型车
首小时4元，第二小时6元；晚上7时至第二天早晨7时，小
型车为1元两小时，大型车为2元两小时。

自自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1日零时起日零时起
我区将有我区将有1010条道路正式施行路侧停车电子收费条道路正式施行路侧停车电子收费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
日，区公路分局提前谋划部
署，积极准备应急物资和除雪
设施，确保降雪天气我区公路
交通安全畅通。

记者在潭柘寺物资储备
点看到，这里的融雪剂、除雪
铲、安全路障物资已全部备
齐，工作人员正在对物资进行
登记。此外，工作人员还对除
雪车、扫雪车等大型机械进行
检查，确保设备正常使用。

区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
的张海猛向记者介绍，“目前，
各项除雪设备已经准备就绪，

主要分布在清水、斋堂、雁翅、
下苇甸、京门、南村等物资储
备点及各专养段内，一旦发生
雪天预警及突发情况，我们的
人员和机械能够及时进行现
场铲冰除雪作业，确保交通出
行安全畅通。”

据了解，入冬以来，区公路
分局按照“提前预防、充分准
备、周密部署、快速反应、果断
处置”的原则，建立区域内公路
雪天交通保障应急管理体系。
截至目前，已储备融雪剂440
吨，路侧备防滑料800立方米，
各种除雪机械车辆55台。

积极准备除雪设备 有效应对降雪天气

本报讯（记者 安振宇）王
平镇在我区率先进行农村垃
圾分类，经过近10年的探索、
实施，目前已经形成了“垃圾
不落地，定时定点上门收集”
的王平模式。

早上7点，家住安家庄村
的刘升云，开始摘菜、做饭、扫
地，随后把剩下的菜叶、尘土
分别倒入厨余垃圾和灰土垃
圾桶内，将分好的垃圾放到门
前等待环卫工人上门回收。

早上8点，环卫工人按时来
到刘升云家门前，仔细查看居民
垃圾分类的情况，并把分好的垃
圾倒入车上，随后环卫工人把兑
换小票交到居民手上。据了解，
安家庄村从2010年开始施行垃

圾分类，通过兑换小票、物业化
管理等方式，使居民养成自觉
分类垃圾的习惯，提高爱护环
境的意识。通过多年的努力，
村居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物业管理负责人介绍，物
业化管理后，我们更加重视垃
圾分类，每天早上来收垃圾，
村民将垃圾分好后我们发放
小票，可以兑换油盐酱醋。这
一做法不仅环境好了，也得到
了老百姓也认可。

目前，在王平镇已经被评
为“北京市率先开展生活垃圾
源头分类镇”和“门头沟区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镇”，现在已
形成“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
上门收集”的王平模式。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环境治理成效显著
王平镇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
区交通局按照“查隐患、防事
故、保安全”的工作要求，对我
区危险品运输企业开展全面排
查，加强危险品运输车辆的安
全监管，杜绝危险事故发生。

在区液化站，执法人员详
细查看了企业的安全制度和车
辆登记记录，对危险品运输车
辆的营运证和驾驶员的上岗
证、从业资格证以及灭火器进
行逐一检查。并督导企业加强
对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定期对
营运车辆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据区交通局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我们已经对全区所

有危险品运输企业进行了检
查，对车辆也已登记。今后，
我们将继续加强督查，督促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对企业的车
辆运营资质，以及人员培训等
方面进行检查，杜绝非法运输
危险品的车辆。”

据了解，我区共有危险品
运输企业4家，其中液化气运
输企业2家，化学添加剂、危险
废物回收企业各1家，危险品
运输车辆51辆。接下来，区交
通局还将联合公安等部门开
展道路执法，加大对危险品运
输车辆的检查力度，严查非法
驾驶，超限超载行为。

检查危险品运输企业 确保交通运输安全
区交通局

本报讯（通讯员 张孝前）
为做好非法小广告的专项整
治工作，2019年，区城管执法
部门紧紧围绕重大活动服务
保障、重点区域综合治理等重
点工作，在落实“清理、移交、
训诫、处罚、打击、增建、宣传”
七项非法小广告整治措施的
基础上，依托“街乡吹哨，部门
报到”的工作机制以及“接诉
即办”的工作要求，强化依法
行政，强化部门协作，积极开
展非法小广告群防群治工作，
持续加大整治力度。

今年，区城管执法局依据
群众举报情况，梳理了非法小
广告违法行为的高发点位，组
织开展医院、校园周边以及群

租房的非法小广告重点点位
整治工作。此外，根据全市统
一部署，针对非法小广告问
题，组织了相关的专项整治行
动。同时，将整治工作向老旧
小区和背街小巷进一步延伸，
开展非法小广告的共治共建，
充分调动群众和社会力量参
与，形成长效机制，取得了良
好的整治效果。

下一步，区城管执法部门
将持续加大对非法小广告的
整治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旅
游景区、主要大街、车站商场
周边等重点点位的巡查力度，
力争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查
处，形成治理非法小广告共
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治理非法小广告取得良好效果
区城管执法部门

区公路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