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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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0 0

4 大台街道 100% 0 4 75%

5 潭柘寺镇 100% 100% 2 4 75%

6 永定镇 100% 100% 0 1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0

8 军庄镇 100% 100% 1 4 75%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4 50%

10 王平镇 100% 100% 10 1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6 33%

12 斋堂镇 100% 100% 0 6

13 清水镇 100% 100%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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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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泉镇 98.2 2
永定镇 97.9 3
城子街道 97.5 4
东辛房街道 97.2 5
军庄镇 96.5 6
大峪街道 95.8 7
斋堂镇 98.6 1
清水镇 98.2 2
大台街道 97.9 3
妙峰山镇 97.2 4
雁翅镇 97.1 5
王平镇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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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1 132
大峪街道 25 2 179
永定镇 25 2 179
龙泉镇 24 4 208
潭柘寺镇 23 5 237
东辛房街道 23 5 237
王平镇 21 7 273
军庄镇 21 7 273
雁翅镇 20 9 293
大台街道 19 10 302
斋堂镇 19 10 302
妙峰山镇 17 12 313
清水镇 16 13 321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12月13日-19日
镇街PM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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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份第3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12月份第四周(12.16-12.22）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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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编辑/李继颖 ■ 美编/潘洁2 综合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几年，
区环卫中心不断完善城市环境
卫生保洁制度，建立了以机械为
主、人工为辅的清扫模式，引进
多种新型清扫设备，大大减轻了
环卫工人的工作压力。

李清莎是负责新桥大街清
扫保洁工作的一名环卫工人，每
天他都会驾驶着小型清扫车，在
这条道路上进行保洁作业。回
想几年前，扫一条街需要一上
午，费时又费力。如今，只需要
坐在车里，转动方向盘，按下按
钮就能轻松的完成工作。

“原来我们清扫特别费劲，
有时候风大了都不好扫。现在
有了这个车，太方便了，一辆车

相当于 4个人的工作量，而且这
车小，哪都能进去，很方便。”李
清莎说。

据了解，今年，区环卫中心
结合“创城”工作，以提升道路清
扫工作效率为重要工作任务，引
进了各种新式设备，同时增加机
械清扫作业频次，减轻环卫工人
劳动负担。截至目前，共引进新
型清扫设备36台。其中，小型清
扫车6辆、步道清扫设备30台。

区环卫中心一队副队长杨柱
华说：“今后，我们还将引进更多新
式设备，逐步减少人工保洁频次，
提高环卫作业水平，同时也做好设
备的使用和维修，为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做出环卫应有的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柴华林）王颖，
一个从小生长在永定河边，喝永定
河水长大的人。对门头沟那种生于
斯长于斯的依恋之情，已经根植于
心，想丢都丢不下。

2014年，她在我区创办了北京
炳阳常信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境内外旅游，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等经营活动。几年来，为我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贡献不少力量。王
颖经常说：“我是门头沟人，我们公
司的发展离不开门头沟，最后也要
回报门头沟，因为这里是生我养我
的地方！”这就是她念念不忘的家
乡情。

公司取得一定效益后，她首先
想到的是为家乡能做点什么事情？
她喜欢我区的地域文化，喜欢那些
从小就经常去玩的寺庙、四合院，喜
欢古道、古村落，最喜欢家门口那涓
涓细流的永定河。因此，她也最热
衷永定河文化，她申请加入了永定
河文化研究会，与各位老师一起经
常去永定河沿岸及它的源头——泥
河湾，考察永定河文化，她还担任了
永定河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她与
永定河文化研究会联手在三家店村
龙王庙举行祭祀永定河河神大会活
动，请来北京民俗专家讲述永定河
历史文化，我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古幡乐、太平鼓前来助兴表演，
展示我区特有的民俗文化，这样弘
扬传统文化的活动，她的企业已经
牵头助资连续组织了八届，形成京
西门头沟特有的文化品牌活动。

现在，她公司又与三家店村合
作，对龙王庙、白衣庵等寺庙重新整
合、策划包装，打造民俗旅游的品
牌，与我区乡村旅游、精品民宿相融
合，探讨一条集旅游观光、文化体
验、博物馆文化与一体的田园山水
文化综合体，在城中村转型发展中
探索一条村企合作的新模式，带领
村民共同致富。

她的公司为帮助我区山区贫困
村脱贫致富，采取新型繁育技术，以

“公司+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让
大山里的农户通过养蜂实现致富。
在她公司帮助下，清水镇达摩村抗
日游击队遗址开发了达摩村红色旅
游项目，丰富达摩村旅游文化，达摩
村也开展了抗战故事演出、红色歌
曲比赛、抗日游击战体验等活动。
同时，结合京西绿色发展，开发出集
亲子假期游、采蜜体验游、制作蜂蜜
DIY游等项目，积极推广“京西达摩
蜜”，创立达摩村自己的蜂蜜品牌，
设计专属商标和包装，通过互联网
把蜂蜜卖到全国各地。

王颖是民建门头沟工委第二支

部副主委，她响应国家“精准扶贫”
工作号召，与民建门头沟区工委开
展“8+1”行动，参加“京蒙对口帮扶
携手发展共赢”活动，走访了当地儿
童的教育成长情况，慰问贫困家庭
看望留守儿童，与孩子们一起上课，
并为师生捐助儿童图书和慰问金。
她还与区工商联一起，开展迎“六
一”支持我区特殊教育学校助学活
动，了解孩子们的心声，给孩子们送
去节日的礼物和祝福。

今年5月，她的公司与内蒙古武
川县签订文旅项目帮扶协议，与武
川县得胜沟乡黑沙兔村结对子帮
扶，主要在产业上，她发挥公司的资
源优势，为村里搭建产销平台，推进
电商扶贫。同时，开展公益扶贫，开
展对村里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
低保家庭、特困人员等关爱保障工
作，帮助化解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困
难，联系志愿服务组织、社会服务组
织到村里开展志愿服务的帮扶工
作。以产业帮扶、教育帮扶、社会帮
扶相结合，增强被帮扶村的内生动
力，助力被帮扶村和贫困人口按计
划稳定脱贫。像这种形
式的脱贫帮扶，她公司
还分别与内蒙古察右后
旗、河北涿鹿县等地，都
收到较好的效果，为“聚

焦精准、关注民生”的脱贫攻坚探索
了成功经验和起到了典型带动作
用。

2016年，王颖光荣地成为了我
区第十届政协委员。作为政协委
员，她深感责任重大，不断鞭策自己
前行，时刻把国家和人民放在第一
位，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整体素
质，时刻牢记政协委员的责任心和
使命感，关心时事政治及社会民
情。在履行政协委员职责同时，不
断加强自身理论学习，注重提高自
身素质。王颖是区文化和旅游局特
邀监督员，她深入各个企业、基层，
走访、学习、调研，围绕“优化营商环
境，促进高新企业发展”的调研课
题，虚心听取基层工作人员和服务
对象的诉求和意见，仔细阅读相关
著作文章，认真思考、撰写文字材
料，并尽可能的把政协委员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的政治职能与自己的
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多关注本职领
域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同时多
关注新生事物，力求做到为人民排
忧解难，为企业发展推进助力。

爱家乡，爱文化，爱做公益的人

我区完成2019年度动物防疫重点工作任务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我区严格

落实动物防疫责任制，充分发挥区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镇村两级
动物防疫队伍力量作用，大力发扬

“讲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神，突
出重点、细化举措，扎实完成了2019
年度动物防疫重点工作任务，实现了
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病的工作
目标，保障了全区畜牧业安全发展，
维护了地区社会公共卫生安全，提升
了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

落实程序化免疫，重大动物疫病
应免率达到100%。我区区镇村三
级动物防疫部门针对禽流感、口蹄疫
和新城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共实施了
14次集中强制免疫，共计发放禽流
感、新城疫、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各类
疫苗共计86.6万羽/只/头份，累计免
疫各种畜禽46.3万头。另外，我区
还完成了9471只犬的狂犬病年度免
疫任务。

扎实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免疫
抗体监测工作。区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深化“红色螺丝钉”党建品牌
建设，抓实抓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克服人员少任务量大
的实际困难，成立流行病学调查小
组，与中心抗体检测工作统筹起来实
施。全年共计完成了对1606个养殖
场户的流调工作，共计采集血样2319
份、采集拭子640份，共计监测样本
8861份，监测范围覆盖了新城疫、高
致病性禽流感H5N1亚型Re-8株、

O型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
病、狂犬病等主要动物疫病。

强化应急管理，做好了动物防疫
物资储备与调拨工作。区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强化预算使用管理，精
心做好了动物防疫物资的采购储备
工作，并结合防疫实际需求向9个镇
及大台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动物防疫
部门发放了2.6吨消毒药、1560双防
疫手套、2150个口罩以及部分防护
服、胶靴、注射器、喷雾器等防疫物
资，提升了镇街动物防疫应急处置能
力保障水平。

区 动 物 疫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CMA 兽医实验室作用进一步显
现。作为我区唯一一家具备国家有
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基本能力
和条件，可以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
用的结果和数据的兽医实验室，区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CMA体系在
2019年度共计接受委托36份、出具
报告36份、共计检测禽流感66项、
口蹄疫22项、布鲁氏菌病15项、新
城疫17项、小反刍兽疫12项。

圆满完成“国庆”安全服务保障
任务。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按
照“国庆”阅兵游行服务保障任务安
排，迅速完成了我区7000只鸽子的
疫情排查、百花山水禽等野生动物
拭子送检、38只信鸽血液、拭子检
测工作。经检测，样本均符合合格
标准，有力保障了我区“国庆”有关
活动的顺利进行。

区环卫中心

引进新式清扫设备 提升城区保洁能力

为进一步规范网络保健食
品经营秩序，营造诚实守信、公
平竞争的网络市场环境。日前，
区市场监管局结合保健食品经
营环节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
积极开展保健食品经营环节网
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营造风清
气正的保健食品网购环境。

目前，我区共有保健食品经
营企业335家，其中申请网络销
售企业3家，均为药店。根据企
业和经营产品针对性开展监督
检查，一是把握重点，严查制度
落实，着重针对申请网络销售的
3家药店进行检查，督促企业加
强内部管控，做好进货和销售记
录。二是广泛延伸，严查擅自销
售。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多看、多
问，在检查其它没有注册网络经
营企业的时候，积极了解企业动
向，发现有意愿网络销售的企

业，主动介绍审批网络销售的流
程，方便其申请网络销售事项。
三是科所联动，严查监管盲区。
业务科室重点检查的同时，各镇
街食药所开展全覆盖监管，特别
是充分发挥信息员的“触手”作
用，紧盯城乡结合部、偏远农村
和老旧社区等薄弱环节，及时发
现网购风险并有效处理，防止网
络保健食品的非法销售。

网购保健食品具有方便快
捷、产品丰富、价格实惠等优
势，同时也带来全程追溯难、质
量差别大、维权成本高等监管
难点，本次检查实现保网络保
健食品经营企业全覆盖，随机
抽查实体店15家，发现网络经
营标识不明显已及时督促改
正，确保广大百姓享受到安心
放心的保健食品。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区市场监管局

严查网络保健食品经营

——记区政协委员王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