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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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1 210
大峪街道 70 2 236
永定镇 68 3 248

东辛房街道 65 4 253
龙泉镇 63 5 259
军庄镇 56 6 270
潭柘寺镇 52 7 278
王平镇 47 8 288
妙峰山镇 40 9 304
大台街道 37 10 309
雁翅镇 31 11 317
斋堂镇 21 12 324
清水镇 18 13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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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 1
东辛房街道 98.2 2
城子街道 97.5 3
永定镇 97.2 4
龙泉镇 96.8 5
大峪街道 96.4 6
军庄镇 96.1 7
妙峰山镇 98.6 1
斋堂镇 98.2 2
大台街道 97.9 3
王平镇 97.5 4
雁翅镇 96.8 5
清水镇 96.4 6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12月6日-12日
镇街PM2.5浓度（微克/立方米）

排名情况（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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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第三周(12.9-12.15）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由
区教委、区体育局举办的2019年
全区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在区体育
馆圆满收官。副区长庆兆坤出席
闭幕式，并为冠军球队颁奖。

本届比赛设置为高中男子
组、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女子
组；小学男子组、女子组6个组
别，共有来自全区39支代表队近
500名学生参加。赛场上，小队
员们奋力拼搏，用精彩的传球、
精准的投篮，赛出了水平。

据了解，根据各组别参赛队
数量的不同，小学组和初中组采

用小组循环赛制，决赛阶段采取
交叉赛制，高中组采用单循环赛
制。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大峪
一小荣获小学男子组、女子组冠
军；大峪中学分校荣获初中女子
组冠军；大峪中学荣获初中男子
组、高中男子组冠军；第八中学
永定实验学校荣获高中女子组
冠军。

区大峪一小体育老师杨希
仑说：“高速度对抗中，孩子们得
到心理锻炼，增强挑战困难的决
心。培养了孩子们的心理素质
和克服困难不怕输的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柴华林）2016
年，马玉瑾光荣地当选为我区第十
届政协委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她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结合本职
工作撰写提案，与其他界别委员开
展联合调研，在推动基层社区治
理、优化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

2015年 7月，马玉瑾成为大峪
街道绮霞苑社区一名社区工作者，
在社区负责老龄、民政、低保、残疾、
财务等方面的工作。

走进绮霞苑小区，楼宇不疏不
密，停车标志线明显。但因小区停
车场停满了车辆，两辆车错不开路，
造成小区交通堵塞。一位老大爷站
在一个停车空位，用身体占着车
位。马玉瑾见到这种状况，主动热
情地走到那位老大爷面前，十分客
气地对老人说：“大爷，您老先让一
让，让那辆车在这儿停一下，让他们
错开车。”老大爷听明白了马玉瑾的
意思，很配合地让开了位置，两辆车
错开，顺利地开走了。小区交通畅
通了，又恢复了安静，小马看了看老
大爷，笑着说：“谢谢您，大爷！”

在绮霞苑社区，像这样细小的
琐事每天都发生，马玉瑾只要遇上，
总是满脸春风地笑呵呵就给随手解
决和疏导了。小区里的大爷大妈见
到马玉瑾都亲切地喊她“小马”，逢
人便说：“小马这人特好，为老百姓
办实事！”

说起马玉瑾，她来绮霞苑社区
工作已经四个年头了。她刚来社区
就赶上了我区开展大病临时救助工
作，大病救助是政府的惠民政策，关
系到重症患者及家庭的切身利益。
她心里暗暗嘱咐自己：“作为一名基
层的社区干部，绝不能掉以轻心，这
可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时间紧任务重，她采取“跑步
式”工作法，连夜对绮霞苑社区近

20户居民进行了入户调查，一直忙
碌到晚上9点多。通过调查她了解
到社区内有两位因病致贫的居民符
合大病救助的要求，一位是身患白
血病的患者，另一位是身患乳腺癌
的患者。

第二天一上班她就抓紧时间
为她们办理救助手续，白血病患者
每三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放化疗治
疗，患者本人又没有收入，仅靠老
伴 1000 多元工资；乳腺癌患者一
年内多次放疗、化疗、切除等治疗，
她们的病例、药费清单、诊断证明
等材料繁多，她把各项票据以时间
顺序分类整理、汇总统计个人自付
费金额，在整理单据时，她发现她
们的部分自费药品清单上均缺少

“外购药品专用章”字样，没有“外
购药品专用章”这些药费就只能由
患者家庭自行承担。饱受疾病折
磨的患者因病致困、生活拮据，早
已无力承受更多的负担。她把居
民的疾苦看在眼里，把政府的大病
救助事项记在心上，积极联系街道
办事处民政科请求多宽限几天时
间，让患者家属赶快去相关医院加
盖“外购药品专用章”。

接下来的几天，她不停地往返
于单位与街道办事处之间审核单
据、报表，多次与患者家属沟通联
络。4天后，她终于把所有初审合
格的药费单据及申请表一同上交到
街道办事处民政科，在民政科的协
调和帮助下患者分别获得了30000
元和9000元的大病救助款，当患者
手捧救助金，顿时湿润了双眼，连声
感谢党的救助政策好。

社区工作者不光要热心为百姓
办实事，还要动真情，才能接地气地
真心把社区居民当亲人，帮助她们
排忧解难。在马玉瑾心里助人为乐
不是一个慨念，而是她一次次发自
内心的善举。2018年8月的一个星
期六，根据我区“创城”工作安排，绮
霞苑社区工作人员停休。下午16
时10分左右，马玉瑾接到社区一个
求助电话，原来是一位80多岁的社
区老人突发身体不适，陷入昏迷。
情况十分紧急，马玉瑾与社区同事
立即赶往现场。第一时
间联系了老人的家属，
及时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联系，在爱心人士与
工作人员一系列的安全

救助之后，老人慢慢苏醒过来，危险
的状态得到了缓解。在陪伴老人1
个多小时后，待其亲属赶来，将老人
交予亲属手中。

作为区政协委员马玉瑾主动加
强政协知识学习，坚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持自我
教育、自我提高、自我改造，不断增
强自身的整体能力和素质，按照“懂
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
矩、重品行”的要求，对标对表把加
强学习放在首位。

她时刻铭记政协委员是荣誉、
是担当、更是责任。履职三年来，
她积极参加政协协商会议和各种
调研活动，撰写调研报告和政协提
案，其中《开办老年饭桌方便社区
养老》和《关于加速大峪街道文化
中心建设》的提案得到区相关部门
的重视和采纳，对推动社区老年饭
桌及社区文化建设起到了推动作
用。同时，她还积极参加政协组织
的“双井十三社区”调研活动，学习
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工作技巧指导
实践。她参加政协组织的检察院
调研活动后，组织社区居民学习未
成年人保护法和加强未成年人的
管理预防犯罪。

2018年，她被聘为区环境办特
约监督员，她与区环境办一同参加
检查区内卫生，检查商户门前“三
包”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及沿街门店
出线经营、占道经营和店外经营情
况等。她还参与处理违规悬挂广告
牌匾，对不达标的商户进行劝导、监
督以及宣传教育工作。

马玉瑾就是这样默默付出和贡
献着一个政协委员的应尽力量。

我区2019年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圆满收官

热心奉献的“小巷管家”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十二届门头沟区委反馈第八轮巡察情况
按照区委统一部署，2019年7

月至9月，区委派出5个巡察组，分
别对北京京门商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区商务局（区粮食和储备
局）、石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合并巡察区投资促进局）、区直机
关工委、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区
司法局（区依法治区办）、区统计
局、北京京西门城基础设施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北京京西鑫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9家单位党组织开展了
区委第八轮巡察。巡察结束后，区
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暨区委书记
专题会议听取了巡察情况汇报。
按照巡察工作规定，近期各巡察组
分别将巡察中发现和干部群众反
映的一些问题向被巡察党组织进
行了反馈，主要问题有：

北京京门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发挥企业党委领导作用，实现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样板作用有差距；
企业发展动力需加强，队伍素质需
提高，人才储备需加强；对“两个”责
任认识有偏差，制度执行待严格，廉

政风险意识待提高，纪检监督作用
待加强。

区商务局（区粮食和储备局）：
面对区域转型发展的决策部署和
机构改革后的职能定位，在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认识、动力、谋划、标准
上需要提高；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不够，纪检监督作用发挥不充
分，内控制度执行不到位，工作经
费报销和发放公务交通费补贴不
规范。

石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合并巡察区投资促进局）：落实巡
视问题整改不够重视，特色支柱型
产业不突出；红色党建引领意识不
强烈；选人用人工作不够科学规范，
非公企业党建不够扎实过硬；整治

“四风”问题不够坚决彻底；“三重一
大”等制度执行不够严格到位；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严肃认
真，压力传递不到位。

区直机关工委：结合我区发展
思路、引领系统党建服务中心推动
发展作用发挥不明显；首善意识不

强、担当意识不够、攻坚克难精神不
足；服务基层有差距，未能发挥系统
优势全面协调业务工作，制度体系
建设不充分；对机构改革后发挥部
门作用思考不足，个别工作未及时
跟进。

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领导班
子凝聚力不足，团结协作氛围不浓；
集体决策不科学，理论学习走形式；
内部管理较松散，工程管理不规范，
制度执行、档案管理不到位；财务管
理不严格、监管不够。

区司法局（区依法治区办）：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到位，
管理松懈；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
严重不足；干部队伍管理有缺失，公
车使用管理制度不落实，存在廉政
风险漏洞；落实财务管理制度不严
格，账目管理混乱。

区统计局：主动服务区委、区政
府意识不强；落实主要领导不直接
分管“人、财、物”规定坚持不够；民
主决策作用发挥不充分，未严格落
实主要领导末位表态发言的规定；

责任担当意识不够，制度执行刚性
不够，规矩意识不强，账目管理不严
格。

北京京西门城基础设施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在加强企业党建上不
够坚决，在公司改革发展上不够担
当，党组织建设不规范，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检查考核不实，安全生产
监管措施不力，在容易滋生腐败的
洽商变更、招投标等重点环节缺乏
有效监督措施，未建立日常监督检
查机制。

北京京西鑫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党建与公司发展“两层皮”，
党建促发展思路不清；“三重一大”
制度执行有偏差；支部建设不规
范，作用发挥不力，支部日常工作
有缺失；法人治理结构有待完善，
制约机制作用发挥受影响；资产管
理存在瑕疵。

同时，巡察组还发现和收到了
干部群众反映的部分问题线索，已
按规定移交区纪委区监委等有关方
面核查。

近日，龙湖北京长安天街物
业代表为区市场监管局送来锦
旗，真诚感谢执法人员严格执
法、耐心指导和热情服务。

区市场监管局始终秉持“严
格监管、暖心服务”的原则，采取
四项举措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为
京西首个商业综合体的起步发
展保驾护航。

一是许可窗口前置。该局
坚持依法审批的原则，以便捷、
快速、高效的优质服务开展证照
办理和餐饮环节审批事项，将许
可审批窗口前移，通过集中开展
预防性审查，最大程度降低企业
开办者的投资成本，有效提高行
政效率。二是集中审验。在预
防性审查的基础上，该局将阵线
前移，以实地查验的方式，面对
面服务、点对点跟进，切实解决
企业加工场所操作流程设计等
相关问题。三是深入推动“阳光
餐饮”工程。为有效落实市政府
折子工程，该局通过推动“天街”
建立环境卫生、设施齐备、管理

规范、特色鲜明的餐饮服务示范
单位，让“阳光餐饮”工程成为
真正的民心工程，使餐饮业成
为彰显京西魅力的亮丽名片。
四是提升餐饮业品质。为带领

“天街”餐饮服务单位认真贯彻
“三导则一规范”，该局对《北京
市餐饮业就餐区和后厨环境卫
生规范》《北京市餐饮业客用卫
生间清洁卫生示范导则》《北京
市品质餐饮示范导则》和《北京
市餐饮企业文明服务导则》四
个技术性文件进行宣传和培
训，全面激发餐饮企业主动提
升品质、持续规范管理、不断优
化服务的原动力。

目前，该局已预防性审查18
户次，开展集中审验2次，发放餐
饮环节食品经营许可证6户。下
一步，该局将积极联系物业管理
部门，对即将完成施工的餐饮企
业进行统一验收，全力助力这些
服务民生、惠及百姓的新项目在
我区扎根发展。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区市场监管局
采取四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12月份第2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本报讯（通讯员 王福冬）连
日来，王平镇党政主要领导带队，
组织派出所、城管执法队、安全
科、环境办等对镇域内涉及瓶装
液化石油气瓶使用的生产经营单
位及加气站、敬老院等单位进行
检查。

检查组重点检查了气瓶购置
合同、气瓶间设置、安全管理制度
落实、操作人员持证上岗及瓶装
液化石油气充装、检查记录等情

况。并督促使用单位和个人要不
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
条件，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增强安全意识。

此次专项检查，共出动执法
人员10人，检查瓶装液化石油气
使用单位10余家，发现安全隐患
12条，均已下发限期整改告知
书，待整改完成后，执法人员将对
存在问题企业进行复查、验收，确
保镇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王平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记区政协委员马玉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