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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街道 52 1 68
大峪街道 51 2 87
永定镇 49 3 114
龙泉镇 47 4 146
潭柘寺镇 47 4 146
东辛房街道 47 4 146
王平镇 40 7 254
军庄镇 40 7 254
斋堂镇 38 9 276
大台街道 37 10 284
清水镇 37 10 284
雁翅镇 37 10 284
妙峰山镇 35 13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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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辛房街道 98.2 1

潭柘寺镇 97.2 2
城子街道 96.8 3
龙泉镇 96.5 4
永定镇 96.4 5
大峪街道 95.7 6

军庄镇 94.4 7

其他地区

雁翅镇 98.6 1
妙峰山镇 98.2 2
斋堂镇 97.5 3
清水镇 96.8 4
王平镇 96.1 5

大台街道 95.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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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

4 大台街道 100% 6 100% 4 5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5 80% 2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 2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 1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0 — 2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3 66% 2 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1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2 100% 4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2 5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 2 100%

100% 100% 18 77% 77%14141414 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 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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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12月20日-26日
镇街PM2.5浓度（微克/立方米）

排名情况（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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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编辑/李继颖 ■ 美编/潘洁2 综合

根据机构改革工作调整，门头沟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由
区园林绿化局划转至区应急管理局，自2020年1月1日零时起，指
挥部办公室 24小时值班电话变更为 69844579，原值班电话
69843086停止使用。

特此公告。
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
二零二零年元月一日

门头沟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值班电话变更公告我区加大食品安全检查力度

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 屈媛）元旦、春节将至，为切实做

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近
日，区市场监管局对 PLUS365 阳光餐饮示范街区
等重点区域开展食品安全大检查。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餐饮具的清洗消毒、从业人
员健康状况、食品加工制作等环节，并督促企业严
格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贮存、加工，在许可范围
内从事经营，严格落实烧熟煮透、生熟分开、餐具消
毒保洁、食品防腐防污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对于广大百姓关注的网络订餐食品安全，执法
人员按照信息公示规定查看第三方平台公示信息，
调取近期点餐记录，提醒经营者及时更新网上信
息，确保线上线下完全一致，针对检查中发现个别
餐饮单位存在的卫生死角、记录不规范、健康证即
将到期等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向餐饮单位发放

《致餐饮服务经营者告知书》，进一步要求餐饮企业
树立第一责任人意识，落实主体责任，优化食品经
营环境。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科长庆欣燕说：“下
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大元旦、春节期间监
督检查力度，努力排查食品安全潜在风险，有效预
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辖区百姓度过健
康、祥和的元旦及新春佳节。”

12月份第五周(12.23-12.29）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本报讯（通讯员 柴华林）张晶雪，一个听
起来十分清新的名字。人如其名，像晶莹水珠
一样剔透。她脸上永远洋溢谦卑友善的微笑，
折射出内心纯净，给人一种阳光、乐观、积极向
上的能量。她是一名从小就酷爱舞蹈，专业学
习舞蹈，并决心扎根山区的一名舞蹈教师。

张晶雪是辽宁省阜新市人，天生喜欢
舞蹈。四、五岁的时候，随妈妈一起去看东
北大秧歌，悠扬高亢的唢呐声以及震耳欲
聋的锣鼓声感染了她，当看到有着东北鲜
明个性形象的表演时，情不自禁地就跟着
大人们有模有样地扭起来，她惟妙惟肖的
表演，赢得大人们的一致喝彩。

凭借着良好的身体条件，以及对舞蹈的
热爱，1996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沈阳音乐
学院附属舞蹈学校进行专业学习，后就读于
中央民族大学。在北京舞蹈学院攻读硕士研
究生期间，张晶雪对舞蹈事业有了全新的认
识：作为一名中国民族民间舞人，应当肩负起
传承民间舞蹈文化的责任和使命。舞蹈不仅
仅是居殿堂之上的高雅艺术，还应该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让更多群体了解和感受
舞蹈艺术的真善美。尤其是舞蹈更应该走进
孩子的世界，让更多孩子从小喜欢和了解舞
蹈艺术，了解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用舞蹈去滋
养孩子们的心灵、开阔孩子们的视野。

怀着这样对舞蹈艺术的理解和感悟，毕业
后，她做了与研究生同学们截然不同的选择。

2013年，张晶雪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
来到区少年宫，成为一名专职舞蹈教师。她
发现山区的孩子对舞蹈艺术有着更加强烈的
渴望与需求。最让她感动的是家住山区的孩子，
为了来少年宫学习舞蹈，乘公交车往返要三、四个
小时。酷暑寒冬，风雨无阻，并且将舞蹈作为孩子
一生的理想追求，这种对舞蹈执着的精神让她十
分感动，她觉得自己的选择对了，她找到了舞蹈事
业生根的地方。

走进区少年宫宽敞明亮的舞蹈教室，张晶
雪正在排练，编创今年艺术节比赛节目。孩子
们的每一个细小动作，她都要耐心地辅导几
遍。在孩子们的身上她找到了快乐，找到了人
生价值，并希望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够让舞蹈进入到
孩子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伴她们一生的成长。

细心呵护，静待花开。工作的投入和付出，换
回的是成绩与荣誉。这几年，张晶雪带领少年宫
舞蹈班和社团参加北京市阳光少年艺术节比赛，
编创的舞蹈《青稞熟了》获创作一等奖、团体表演
一等奖。《少女萨吾尔登》获艺术节比赛银奖。她
还获得北京市舞蹈比赛一等奖、二等奖，2018年
又获得北京教师校外教育基本功展评二等奖，
2016年至2017年她本人获得区教育系统优秀教
师，凭借在舞蹈事业上取得的成就，顺利地加入了
北京舞蹈家协会，成为北京市一名青年舞蹈家。

2017年，张晶雪被教育系统推荐为区政协委
员，当上政协委员后，张晶雪更忙了。当得知自己

被选为政协委员时，她内心充满自豪感。幸
福并快乐忙碌的同时，更感到肩上沉甸甸的
责任。区政协组织的“政协大讲堂”活动或读
书班活动，她只要能安排开时间，都是想办法
去学习聆听。她常说：“政协给自己提供了很
多学习机会，让自己接触和了解了工作以外
的许多知识，不断提升政治素养和参政议政
的履职能力。”她在政协这个平台上得到锻
炼、快速成长起来，政治上更加成熟。

张晶雪始终牢记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
神圣使命，工作之余，参加社会调研及考察
活动，了解社情民意，积极撰写政协提案，
曾代表教育界撰写《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中加强文化建设》的提案，受到区委、区政
府的高度重视。她还撰写《关于门头沟区
学校划定禁烟区范围的建议》《关于进一步
完善我区校外教育艺术类教师培训的建
议》等提案，都得到区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
和采纳。

2018年，区政协召开第二次全会期间，
组织委员联谊活动，抽调张晶雪利用业余
时间帮助政协组织这个活动。她不仅被选
为这次活动四位委员主持人之一，还承担
一个独舞表演的任务。那几天她与其他几
位政协委员一起忙前忙后，撰写主持人台
词，自编自导舞蹈节目，忙得不亦乐乎。她
感觉政协就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舞台上
忙碌着，充满荣誉与快乐。功夫不负有心
人，这次活动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及社会
各界的高度认可。她表演的独舞《孔雀飞
来》，轻盈的舞姿，柔软的舞步，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把孔雀向往追求的神韵表现了出
来。那几天政协会期间，她成了政协委员心目中
的明星，灿烂而耀眼。

张晶雪，这只翩翩起舞的孔雀，从北京舞蹈
学院一毕业就飞到我区，带着对舞蹈事业的追
求，带着对山区孩子们的热爱，带着对区政协的
情缘，投身于我区的发展建设中。

用舞蹈滋养孩子们的心灵
——记区政协委员张晶雪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本报讯（通讯员 果蕾）近日，
区档案史志馆完成了2019年档
案接收工作。本次接收了立档
单位的2009-2011年形成的文
书、会计、科技及声像档案，其中
归档文件 34853 件，文书案卷
262卷。

近年来，区档案史志馆始终
对档案接收工作高度重视，严格
把关。一是加强培训。在档案
移交工作部署会上增加移交工
作培训；在档案人员上岗培训班
中精心设计《档案移交工作课
程》，讲述档案移交工作的概念、
档案移交工作所依据的法律法
规、档案移交范围、档案移交流
程、档案移交工作容易出现的问

题。同时，将我区各单位在档案
移交工作中出现的常见问题进
行具体讲解。二是规范工作流
程。对档案移交单位进行指导，
有效监督和跟进各单位档案移
交工作，严格进行进馆前档案鉴
定，坚持“合格一家，进馆一家”，
通过层层把关，有效保障进馆档
案的质量。三是重大活动档案
及时进馆。

截至目前，区档案史志馆馆
藏档案共91251卷，228519卷。
明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该馆将继续优化工作方式和方
法，进一步提高档案接收工作的
质量，为我区“十三五”时期的档
案事业交上圆满答卷。

区档案史志馆完成2019年档案接收工作
合格一家 进馆一家

12月份第4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居民朋友们：
你们好！预防煤气中毒工作涉及千家万户，与生命健康息息

相关，每年因疏忽大意造成的煤气中毒死亡事故，给许多家庭带
来不幸。为了您的生命安全、为了您的家庭幸福，我们郑重提醒
您，提高自防意识，注意预防煤气中毒！在使用煤火取暖过程中，
请务必注意以下几点：

一、在安装炉具时，要选择合格取暖炉具，检查炉具是否完
好，如发现有破损、锈蚀、漏气等问题，要及时修补或更换。

二、在安装烟囱时，要确保接口处顺茬接牢，严防漏气；使用
中要经常检查烟道，及时疏通，防止堵塞。

三、请务必正确安装风斗，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室外烟囱要加
装三通或防风帽，防止倒灌。

四、请务必在每天晚上休息前，检查炉火是否封好、炉盖是否
盖严、风门是否留有缝隙。

五、请务必在居室内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确保及时发现险
情，最大限度提高安全防范保障。

一旦发生煤气中毒事故，请您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20或 999。
祝您平安过冬，幸福同行！

门头沟区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

致广大煤火取暖居民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