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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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地区

潭柘寺镇 98.5 1
永定镇 97.9 2

东辛房街道 97.2 3
军庄镇 96.8 4
大峪街道 96.5 5
龙泉镇 96 6
城子街道 95.4 7
斋堂镇 98.6 1
王平镇 98.2 2
妙峰山镇 97.9 3
清水镇 97.2 4
大台街道 96.5 5
雁翅镇 96.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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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1 97
永定镇 27 2 116
大峪街道 27 2 116
东辛房街道 25 4 158
龙泉镇 25 4 158
潭柘寺镇 23 6 201
王平镇 22 7 228
军庄镇 21 8 251
大台街道 20 9 273
雁翅镇 19 10 289
妙峰山镇 18 11 306
斋堂镇 17 12 313
清水镇 15 13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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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4 大台街道 100% 0 3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3 66% 6 17%

6 永定镇 100% 100% 4 100% 4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4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2 1 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2 3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3 100% 2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2 50% 4 0%

12 斋堂镇 100% 100% 2 5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1 100% 5 100%

100% 100% 19 78% 73%

— —

— —

— —

—

—

100%

100%

50%

14141414 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 37373737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11月29日-12月5日
镇街PM2.5浓度（微克/立方米）

排名情况（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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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欣威）为倡导绿色
生态、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增强辖区居民
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积极参与到实践
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近日，城子街道联合
北京思迪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在桥东
街社区组织开展了“垃圾分类一小步 低碳
生活一大步”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居民们发放了
垃圾分类宣传折页和一封信，并通过展板、

“垃圾分类”知识大转盘的形式，详细地向
大家讲解了垃圾分类知识，倡导广大居民
更好地了解垃扱分类，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工作。现场还开展了废旧物品兑换活动，
居民可以不出社区将家中闲置、废旧的物
品兑换成抽纸、盐、肥皂等生活物品，极大
地方便了居民，宣传氛围十分浓厚，参与活
动的居民纷纷表示，以后会认真做好垃圾
分类工作，并带动家人一起参与到垃圾分
类的行动中来。

此次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增强了辖区
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让“绿色、低
碳、环保”的理念更深入人心，促使广大居
民积极参与到实践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
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真正实现从源头
垃圾分类、垃圾减量。

城子街道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

12月份第二周(12.2-12.8）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本报讯（通讯员 陈永）近日，
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党员干
部到雁翅镇大村村、河南台村实
地开展低收入户帮扶工作。

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党员
干部在河南台村详细对接了低收
入村、户今年的发展措施、帮扶计
划落实、现实需求以及低收入户
收入来源、家庭状况等情况。

当天，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
局党员干部还携手区社会组织

联合会、北京尚德社会组织服务
中心（尚德公益）到雁翅镇大村
开展“健康无界 大爱无疆”惠民
义诊活动，来自北京军联骨科医
院的医生志愿者们为村民们提
供了测量血压、血糖、中医诊脉
以及健康咨询等服务，医护人员
耐心细致地为村民们解答疑问，
进行健康指导，普及与日常生活
密切相关的医疗卫生保健知识，
得到了村民的热情欢迎。

本报讯（通讯员 姚迪）为全面做
好雁翅镇2020年度森林防灭火工
作，增强群众防火安全和应急意识，
杜绝森林火灾的发生，雁翅镇把好

“五个关”，扎实开展2019年度森林
防灭火工作，确保森林防火工作安
全有序。

把好责任关。召开2020年度防
灭火工作部署会，成立镇村两级工
作领导小组及6个专项工作组，制定
森林防灭火工作应急预案，与各村
签订生态林管护责任书900余份、森
林防火责任书24份，制定并完善包
括半专业灭火队、重要沟口路口、沟
口看护及防火工具、镇级包村科室
等信息在内的防火工作明细表，明
确工作内容及责任。

把好宣传关。结合11月份森林
防火宣传月，充分利用各种广播、横
幅及组织大型宣传活动等多种形
式，使森林防灭火法律法规、防扑火
基本知识和安全自救常识深入人
心，有效增强村民森林防火的法制
观念和责任意识。在登山入林路
口、沟口增加管护人员宣传防火知
识，严禁旅友携带火种进山。

把好管控关。全面加强对特
殊人群的监控管理，全部落实监护
人一对一监护制度，签订监护责任

书；扎实抓好重点林区戒严管理，
各村成立半专业灭火队伍并加强
培训，全镇 936 名管护员全部上
岗，实行倒班制对全镇113个防火
岗位进行巡视，加大巡查密度和火
情监测，延长看护时间，对辖区内
可燃物进行清理，在重点地区、重
点地段、主要路口、野山野沟设立
森林防火临时检查站，登记进山人

员车辆。
郭振平是雁翅镇田庄村的一名

普通管护员。冬季防火期来临，每
天天还没亮，她就佩戴好袖标，带着
今年配发的电动水枪等工具早早地
出了门。8点之前，她要到达自己的
负责区域进行一天的巡查看护，向
过往的人宣传禁燃政策，随时排查
火灾隐患。不仅仅是防火，检测林

木病虫害，监督乱砍滥伐、乱采滥
挖、偷盗树木、放牧毁林等破坏森林
资源的行为也是她的一项重要工
作。遇到特殊天气和重要时间节
点，她还需要延长看护时间，扩大巡
查范围，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进行
巡查，感到冷了就跑两步。

把好值守关。落实各级领导
分片包干制度，镇领导班子成员包
片，机关干部及各村书记、“两委”
成员包地块，将森林防火责任落实
到人、落实到山头地块；坚持领导
带班，24小时值班制度，留足值班
人员，落实带班领导、值班人员和
值班责任，保证通讯畅通并确保防
火信息畅通，遇有重大情况第一时
间报告镇森林防火指挥部，每日各
村指定专人向镇森防办报送本村
防火日报信息，强化火情监测，切
实做到防患于未然。

把好检查关。镇森防办针对
管护员上岗、森林火险隐患排查、
野外违法用火等情况进行检查、督
促、指导，排查各种火险隐患，对各
村森林防灭火工作存在的问题限
时整改;对辖区检查出的火险隐患
限期整改，不能解决的，及时报告，
坚决彻底消除火灾隐患，确保万无
一失。

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
对接低收入村帮扶工作雁翅镇把好“五个关”扎实推进森林防灭火工作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我区开展居住认证 方便市民停车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实施道

路停车电子收费后，区城管委针对
停车资源紧张、矛盾突出的区域，
将于本周开展路侧停车电子收费
居住认证工作，用于居民车辆临时
停放在居住区周边个别道路白实
线停车位。

办理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居住认
证的居民，可前往所在社区居委会
领取并填写《门头沟区居住认证停

车申请表》和《道路停车居住认证承
诺书》，填好后，将居住房产证明、身
份证、户口本、行驶证和驾驶本原件
和复印件提交给社区居委会工作人
员,核实材料。

大峪街道峪园社区主任宋计
文说：“我们会对社区居民积极宣
传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居住认证方
案，细心解答相关政策。同时，对
居民交的材料进行严格把关，并

进行公示，真正做到公平、公正、
公开。”

据了解，居民居住认证成功后，
在居住区周边路段白天路侧停车按
照2小时1元的价格收费。此外，居
民提交材料时间将于本月20日前
截止。

区城管委工作人员刘淑清介
绍，申请车辆须为本市号牌小客
车，货车、皮卡车运营车辆不纳入

认证范围，同一辆车在全市范围
内只允许申请一个认证资格，申
请后只可在小区周边道路固定车
位享受优惠政策，在其他区域停
车不享受优惠，而且认证后不固
定车位，在小区和其他停车场有
车位的，不能申请道路停车居住
认证，对提供虚假信息通过认证
的，经核实将取消认证资格，并取
消今后申请资格。

为进一步做好广大群众药
品安全科普宣传工作，杜绝使用
过期药品，营造全社会理解支持
药品监管工作的良好氛围，近
日，区市场监管局城子食药所联
合矿桥东街社区开展过期药品
回收进社区宣传活动。

城子食药所携手社区工作
人员围绕居民消费盲区,通过现
场咨询讲解、发放宣传资料、药
品包装展示等方式，向居民宣传
安全用药理念和实用知识，重点
讲解学生、老年人、婴幼儿等特
殊群体的安全用药科学知识。

随后，执法人员走进居民家

中，帮助清理家庭常备小药箱，
向群众讲解过期药品的危害性，
督促居民朋友主动识别、处置过
期药品。

活动期间，共发放宣传资料
200份，宣传品100份，接受咨询
30余人次，回收过期药品100余
斤。通过宣传活动，使市民认识
到过度使用抗生素和注射剂、盲
目迷信进口药、轻信保健品等常
见误区的危害，以及使用过期药
品和随意丢弃过期药品存在的
安全隐患，牢固树立科学健康的
用药意识。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区市场监管局城子食药所

普及安全用药知识

12月份第1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本报讯（记者 李倩）12月 6
日，我区市民刘文昊被认定为北
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区民政局为
其颁发见义勇为证书及奖章。

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26日
那天，家住斋堂镇牛站村的刘文
昊约几位好友到斜河涧村永定
河道旁遛弯。途中，刘文昊突然
听到有人呼喊：“快来人啊！有
人掉进水里了！救命！”……循
着呼喊声，刘文昊飞快跑到事发
地，看见有人正随着水流起起伏
伏，生命危在旦夕。时间紧迫！
顾不得那么多的刘文昊扯下背
包，“扑通”一声，直接跳进水里，
快速游向落水者……水流湍急，
再加上落水者下意识的挣扎，刘
文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落水
者拖拉上岸。直到消防、医护人
员赶到现场，确认落水者无碍后，

刘文昊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捡起
背包，便悄悄离开了现场……

原本已经忘了这件“小事”
的刘文昊，继续开着公交车，一
如既往地工作着。直到一面书
写有“见义勇为 英勇救人”的锦
旗“敲开了”北京市公交集团客
四分公司的大门，刘文昊的单位
领导及同事才知道他见义勇为
的行为。

事后，区民政局按程序对刘
文昊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了调查、
核实、确认。经查，刘文昊的见义
勇为行为事实清楚、证明材料充
分，确认其行为符合见义勇为相
关要求。根据《北京市见义勇为
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第二条及
《实施办法》第二章第四条规定，
经市民政局复核，认定刘文昊为
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

我区市民
刘文昊见义勇为获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