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升我区食品安全保
障水平，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构建诚信经营、放
心消费的市场环境。近日，我区迎来创建“放心肉菜
示范超市”综合评议考核。

考评小组由市市场局食品流通处、市商委等有
关单位、新闻媒体代表组成，并将我区作为全市创
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的第一站，对我区2019年
新增候选的“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建设情况进行综
合审评。

在听取相关汇报、查看制度、查验记录的基础
上，考评组主要采取查看现场的方式对北京京门物
美商贸有限公司新桥大街店进行综合考评。按照
《北京市创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审评细则》及评分标
准的要求，考评组仔细查看了超市生鲜区结构布局，
蔬菜、水果、生鲜肉及水产品标签标识情况，详细了
解食用农产品进货渠道，索证索票及进货查验记录
制度的落实情况、供货商资质及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明文件公示情况、农产品快检设备使用及快检结果
公示情况，冷藏食品储存温度是否符合规定、有机优
质食用农产品供货商资质及食品溯源情况等，并现
场对部分食用农产品供货商资质及相关的合格证明
文件进行抽查。

检查中，考评组对我区的“放心肉菜超市示范
店”建设工作表示满意。尤其对超市销售散装熟食
的追溯系统进行了仔细了解，并表示认可。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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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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
题数题数题数题数（（（（上周上周上周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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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4 大台街道 100% 5 100% 4 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5 100% 4 0%

6 永定镇 100% 100% 7 100% 2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4 75%

8 军庄镇 100% 100% 0 2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3 0%

10 王平镇 100% 100% 3 100% 4 75%

11 雁翅镇 100% 100% 1 100% 3 33%

12 斋堂镇 100% 100% 0 4 0%

13 清水镇 100% 100% 1 100% 4 100%

100% 100% 23 9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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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日，
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卫健委、区
住建委等单位，开展食品安全突
发事件应急演练。

演练模拟7名工人在建筑工
地食堂就餐后出现恶心、呕吐等
症状，已被送往医院就诊，病情
较为稳定，无危重病例。

区市场监管局立即启用应
急响应机制，派两个调查组，到
工地和医院现场进行调查处
置。调查组到达事发单位后，
对工地食堂近3天的供餐情况
和日常管理进行详细调查，初
步确定可疑食品，区疾控中心
采集了病人的呕吐物、食堂剩
余食品等样本，送往中心实验
室进行检测。另一调查组赶到
医院现场，对工人和相关负责

医生进行询问调查，并向指挥
中心汇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陈立栋表示，下一步将结合机构
改革，在更大的范围开展这项工
作，形成一种人人会应急，人人
能应急，人人能够把应急事件处
理好的良好工作氛围。

据了解，机构改革后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整合了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门头沟分局、区质量
技术监督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职责，以及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职责、区科
学技术委员会的知识产权管理
职责。改革加强了职能部门的
融合，进一步提高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
急处置能力。

我区开展食品安全应急演练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我区“爱心暖阳”社会捐助活动圆满结束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
区残联携手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来到驻区某部队，举办“国际残
疾人日”暨共建双拥模范城文艺
演出活动。

演出在舞蹈《盛世中华》中
拉开了序幕，男生独唱《不忘初
心》、吉他弹唱《闪闪的红星》、戏
剧舞蹈《打虎上山》和大型舞蹈
《千手观音》等节目轮番登台，精
彩纷呈的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
高潮，台下观众通过热烈掌声和

无声的手语为每一名表演者鼓
掌喝彩。

据了解，整场节目全部由残
障人士表演完成，表演者们以专
业的演出水平、独特的艺术创新
和自强乐观的精神风貌为观众们
带来了一场文化艺术盛宴。展现
的艺术才华和精湛的表演艺术，
也为我区残疾人士们树立了榜
样，鼓舞他们要树立对生活的信
心，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和
坚持不懈追逐梦想的正能量。

关爱残疾人 军民同慰问

本报讯（通讯员 姚迪）为推
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进一步提
高市民秋冬季蓝天幸福感、获得
感，近日，区城管雁翅执法队结
合工作职责，积极做好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检查工作。

区城管雁翅执法队加大施
工现场巡查力度，加强扬尘污
染执法检查。要求各类工地做
到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
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
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密闭
运输，严厉查处苫盖不严、土方
裸露等违法行为。同时，约谈

辖区内施工工地负责人，要求
渣土车上路前充分冲洗、密闭
运输、合理规划运输路线，严禁
出现车轮带泥、覆盖不严、泄漏
遗撒等现象，明确渣土车辆“三
不进两不出”的管理要求。此
外，联合芹峪口检查站的交通、
环保等多部门开展执法检查，
严厉查处不符合要求上路行驶
渣土运输车辆。

近一段时间以来，区城管雁
翅执法队共检查施工场地4处，
发现并责令改正苫盖不严等问
题2处，检查渣土运输车辆2辆。

区城管雁翅执法队做好秋冬季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检查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李剑）今年，我区
结合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和京西特色
历史文化，依托“六大文化”，积极打造
文旅体验产业集聚区，推进产业融合
发展，1-3季度我区规模以上文化及
相关产业快速增长，持续回暖。

文化及相关产业低开高走，持
续回暖。全区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
产业顶住上半年下行压力，1-7月结
束了收入负增长的局面，实现收入
增速由负转正的逆转，1-9月呈现快
速增长态势。

文化及相关产业收入、利润双
增长，发展逐步向好。1-3季度，
我区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累
计实现收入 16.2 亿元，同比增长

51.4%，增速位于全市第一；累计实
现利润总额 1.3 亿元，盈利面为
50%；文化及相关产业领域发展逐
步向好。

我区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
涉及五个领域，其中核心领域涉及内
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

播渠道；文化相关领域涉及文化辅助
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
产。

文化传播渠道领域收入、利润贡
献突出。文化传播渠道包含出版物
发行、广播电视节目传输、广播影视
发行放映、艺术表演、互联网文化娱
乐平台、艺术品拍卖及代理、工艺美
术品销售等七个中类。1-3季度，文
化传播渠道领域实现收入7.6亿元，
同比增长143.6%，占全部收入的比
重达47.1%，较上年同期增加17.8个
百分点；实现利润0.6亿元，同比增
加0.9亿元，收入、利润增长均为五
个领域之首。主要原因是该领域内
影响力较大的从事电影和广播电视
节目发行的企业，今年参与制作发行
的一部卖座电影本月确认收入，其对
该领域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较高。

文化消费终端生产领域快速增
长。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含文具制
造及销售、笔墨制造、玩具制造、节
庆用品制造、信息服务终端制造及
销售等五个中类。1-3季度，文化
消费终端生产领域实现收入4.1亿
元，同比增长39.8%，增速仅次于文
化传播渠道领域，位居第二，拉动整

体收入增长10.8%，使该领域成为
带动文化及相关产业收入的主要动
力之一。主要原因是该领域内影响
力较大的从事文具用品批发的企
业，今年以来紧跟市场形势，契合市
场需求，积极开展智慧教室、平安校
园等项目，智能监控软硬件系统业
务量稳定且逐步扩大，实现较高收
入和利润，其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
高达100%以上。

内容创作生产领域降幅逐步收
窄。内容创作生产领域包含出版服
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创作表演服
务、数字内容服务、内容保存服务、工
艺美术品制造、艺术陶瓷制造等七个
中类。1-3季度，内容创作生产领域
实现收入2.0亿元，同比下降12.0%，
降幅较上期（1-8月）收窄6.5个百分
点；实现利润425.3万元，较上期（1-
8 月）增加 12.2 万元，发展逐步向
好。主要原因是该领域内一家从事
影视节目制作的企业今年体育赛事
拍摄业务量明显增加，收入逐步确
认，拉动该领域收入增长。

图1 2019年门头沟区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各月累计收入及同比增速情况

表1 2019年1-3季度门头沟区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各领域收入情况

注：本表中部分数据合计数由于计量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微小
误差，未做机械调整。

图2 2019年1-3季度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五大领域累计收入及增速情况

领领领领        域域域域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亿元亿元亿元亿元）））） 比重比重比重比重（（（（%%%%）））） 增速增速增速增速（（（（%%%%））））

合  计 16.2 100 51.4

文化核心

领域

小  计 10.5 64.5 59.3

内容创作生产 2 12.5 -12

创意设计服务 0.8 4.9 -29.5

文化传播渠道 7.6 47.1 143.6

文化相关

领域

小  计 5.8 35.5 38.9

文化辅助生产

和中介服务
1.7 10.4 36.8

文化消费终端

生产
4.1 25.1 39.8

我区文化及相关产业持续回暖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龙泉镇 98.6 1
永定镇 98.2 2
城子街道 97.9 3
军庄镇 97.8 4
大峪街道 97.5 5
东辛房街道 97.2 6
潭柘寺镇 96.5 7

其他地区

清水镇 98.6 1
斋堂镇 98.2 2
王平镇 97.9 3
大台街道 97.8 4
妙峰山镇 95.8 5
雁翅镇 95 6

本报讯（通讯员 刘军勇）区捐赠中心携手区慈善协会于11月联合开展

了2019年“爱心暖阳”社会捐助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和积极参与，共接收来自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镇、学校、村

居、个人捐赠善款1114538元、转运棉衣被3740件，参与捐赠人数达到

22875人，为2020年救助困难群众和对口扶贫协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保证捐助活动有序开展，区捐赠中心与区慈善协会联合制定了《门头

沟区2019年“爱心暖阳”社会捐助活动实施方案》下发到各委办局、街镇、企

事业单位，同时在各单位、社区、村居、捐赠站点张贴捐助活动主题海报，并

通过电子屏、标语等形式宣传捐助活动意义，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

浓厚的社会氛围激发了社会各界捐款的积极性。大峪街道、京煤集团、

区公安分局等单位纷纷利用各种形式号召本单位、本辖区的党员居民、干部

群众奉献爱心。11月15日，区慈善协会接收了区委党校捐赠的首笔善款，

半个多月来，每天到接收点捐款的单位、个人络绎不绝。在捐赠善款捐款的

同时，妙峰山镇、区税务局等单位还组织干部职工将家中闲置的棉衣被捐献

出来，送到捐赠站点。全区各捐赠站点也积极行动起来，认真做好棉衣被的

接收和转运工作，保证各站点有序接收，未出现衣物积压造成的安全隐患。

全区驾驶员及亲属朋友们：
你们好！

为做好“两节”前全区道路通行

秩序安全保障和事故预防工作，针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酒后驾车、涉牌

等突出违法行为，区公安交管部门

正在集中开展“两打击一整治”百日

攻坚专项行动。“两打击”是指严厉

打击酒后驾车违法，严厉打击涉牌

违法；“一整治”是指加大对违法停

车、占用应急车道、闯红灯、僵尸车、

大货车违法等违法行为整治力度。

特别是今年 11月 23日，在我区潭柘

寺镇鲁坨路发生一起酒后驾车单方

事故，造成车内2人死亡2人重伤的

重大交通事故，给四个幸福的家庭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更给全区驾驶

员敲响了警钟，在此我们真诚提醒

全区驾驶员切实做到：

一、守法行车。自觉遵守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不酒后驾

车、不涉牌违法，不超载超员超限、

不违反交通信号、不超速行驶、不疲

劳驾驶、不违法停车、不随意掉头。

二、文明行车。勿强行超车会

车，不开“斗气车”“霸王车”，驾车时

勿吸烟、勿使用手机、勿车窗抛物，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

三、安全行车。行车前做好车

辆安全检查，确保车况良好。行车

时系好安全带，恶劣天气下谨慎慢

行，妥善应对突发情况。

同时，我们真诚希望广大驾驶员

的亲属朋友们做好家庭出行的“监督

员”“宣传员”和“安全员”，希望您在

酒桌上把控安全，在晨风中提示安

全，在电话中叮嘱安全。您的叮咛与

嘱托、守候与期盼，会成为每位驾驶

员遵守交通安全法规，确保行车安全

的动力。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关注

交通安全，关注亲人的平安，让安全

行车的理念深入到每一位驾驶员的

心中，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感谢您对首都公安交通管理工

作的支持。

祝您一路平安！

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
2019年12月

致全区驾驶员和亲属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