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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 争第一

区市场监管局

有序引导企业复工复产

王平镇做好

疫情期间环境卫生保障工作

我区各镇街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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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媛）3月27日，

我区启动以防疫有我爱卫同行勠力

创城为主题的门头沟区第32个爱

国卫生月活动。全区各镇街、村居

积极响应号召，在严格遵守防疫措

施前提下，紧紧围绕打造“不乱扔垃

圾的家园”行动，从身边做起开展卫

生大扫除和消杀。

大峪街道主要领导、班子成员

带头参加环境卫生整治，手拿夹子、

抹布，与机关干部、志愿者一起清理

绿化带垃圾、擦拭护栏。该街道还

制定并下发《大峪街道关于疫情防

控期间开展春季环境综合整治“十

项行动”工作方案》。社区动员“两

委”干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以适

度规模开展清除自家乱堆杂物，清

扫楼道，擦拭门窗、楼梯扶手，捡拾

垃圾、宠物粪便等卫生清洁行动。

清理楼道小广告500余处，白色垃

圾300余袋。

永定镇13名镇领导班子成员

带头，组织49个村居、1200余名党

员干部、“门头沟热心人”志愿者齐

参与，围绕堆物堆料、小广告清除、

绿化带垃圾等10余类环境问题，当

日清理卫生死角400余处，清运垃

圾1.2吨。建立“村居委会+物业公

司+卫生服务管理公司”三方齐抓共

管模式。各村居建立“巡查员小分

队”，做到环境问题“随查随清”。同

时，每日定时对小区内垃圾箱、楼

道、单元门、公厕等进行全面消杀，

对使用频次较高的公共场所（电梯）

增加消杀频次，并在电梯显著位置

及时更新消毒时间。

东辛房街道志愿者们统一身着

“门头沟热心人”服装，佩戴口罩、手

套，手持劳动工具，对楼道、楼梯扶

手，社区健身器材进行消毒，捡拾房

前屋后散落垃圾、宠物粪便等。此

次行动参与志愿者500多人，共清

理卫生死角30 处，清理大件家具60

余件，清理白色垃圾120 余公斤、清

扫楼道堆料300余公斤。志愿者们

从身边做起，清洁生活居住环境，为

打造健康环境，倡导文明生活，为全

面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奠定了

坚实基础。

潭柘寺镇领导干部率领机关干

部职工，分散式来到镇域公园、绿地

捡拾垃圾，清理绿化带内烟头、白色

垃圾等杂物，维护公共场所整洁面

貌。村干部带头，村民们积极响应，

有序清扫房前屋后、楼道院落，清理

堆物堆料，清除散落垃圾，以点带面

提升村居环境。广大“门头沟热心

人”，全面清扫暴露垃圾、捡拾烟头、

擦拭宣传橱窗，为防止病媒滋生、改

善村居环境贡献力量。充分展现了

全镇群众投身疫情防控的良好精神

风貌，切实营造了干净整洁的卫生

环境，为疫情防控筑起一道“卫生

线”。

龙泉镇“三个聚焦”推进爱国卫

生月高潮日活动。在确保疫情防控

人员力量充足前提下，抽调2000余

名村居“两委”干部、党员代表、退役

军人、物业人员、志愿者力量，同步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对辖区50

余处健身广场、口袋公园、200余条

主要大街、背街小巷进行垃圾清理，

对70余块宣传栏进行擦拭消毒，进

一步阻断病毒源头，确保了辖区干

净卫生。截至目前，对 16个社区

内、楼道内400余处堆放的垃圾、杂

物进行集中清理和消杀。对全镇

572家“五小门店”、三类场所进行集

中检查，督促各商铺切实履行好“门

前三包”责任。

据了解，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区

已持续开展了文明生活宣教、家居

卫生清洁、社区环境提升、村容村貌

整治、医护环境消杀、食药安全排

查、公共空间治理、卫生死角清除八

大行动。

“下一步，我们在继续推进八大

行动外，将更加突出医护机构、公共

空间、沿街‘门前三包’、永定河沿线

等重点区域，为疫情结束后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打牢环境基础。”区委宣

传部副部长宋爱民介绍说。

本报讯（记者 杨铮）随着清

明节临近，区消防救援支队对我

区各陵园进行安全检查，要求管

理人员切实落实消防安全保卫措

施，加强防火巡查，避免因祭祀烧

纸、焚香引发火灾事故。

在万佛华侨陵园，支队队员

对陵园内地下消火栓、消防器材

箱、灭火器和微型消防车等消防

设施进行了详细排查。

区消防救援支队要求各陵

园管理单位要强化消防安全主

体责任，制定好内部安全保卫工

作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明确任

务分工，祭扫期间组织专门力量

对墓区进行消防安全巡视。对

陵园内杂草、树叶和垃圾等可燃

物进行清理，绿化区域实施洒水

湿化作业，加强对扫墓人员的防

火宣传，及时制止吸烟、焚香和

烧纸等行为。对未登记在册的

镇（村）级墓地和一些零散墓地，

各镇政府及村委会，要进行相应

的监督检查，确保疫情期间祭扫

安全有序。

祭扫高峰时期，区消防救援

支队将在全区的3个陵园，分别

部署一部消防车和9名指战员进

行现场执勤，确保疫情期间的祭

扫安全。

本报讯（记者 耿伟）王平镇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高度关

注地区环境卫生保障工作，通过

“五个加强”规范清运制度，严格

清运流程，确保地区环境卫生整

洁有序。

该镇在各村居、人流量较大

的区域、公交车站设置废弃口罩

暂存设施，并粘贴“废弃口罩暂存

区”醒目标识。每日由专人对废

弃口罩进行单独收运，由该镇政

府进行统一存放与消毒，由专业

处理机构进行统一销毁。 加强

废弃口罩规范化管理。

各村居对被隔离户产生的各

类垃圾进行单独暂存，再由该镇

安排专人进行清运，在消毒后无

害化处理。加强被隔离户垃圾的

单独管理。

适当增加收运频次，确保各

类垃圾日产日清。加强垃圾收运

的管理。

保洁人员加大对村委会、公

厕、垃圾暂存桶站等公共区域的

灭菌消毒力度，利用科学手段，提

高灭菌消毒频次与质量。加强防

疫灭菌的管理。

该镇领导带队利用2天时间

对全镇人居环境进行巡查检查。

重点关注堆物堆料、暴露垃圾等

人居环境突出问题，对16个村累

计下发台账169处。截至目前，

上账点位已全部完成整改。加强

人居环境监督巡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

阶段性进展，企业复工复产的愿

望日趋强烈，区市场监管局在努

力完成相关防控工作的同时，立

足“疏整促”产业升级政策，践行

绿色发展，有序引导各行各业开

工复产。

区市场监管局牵头全区“疏

整促”规划中无证无照经营和“开

墙打洞”治理的工作，深度参与

“疏整促”各个专项整治，为企业

营造良好发展氛围。一是上账企

业再梳理，治理点位再核实。针

对专项整治系统中的牌匾名称、

主营行业等内容进行再次确认，

保证系统录入数据及时准确。二

是根源矛盾再分析，对策方法再

探讨。在防疫工作特殊时期，与

相关镇街党政主要领导电话沟通

协调治理点位存在的历史问题、突

发矛盾及最新情况，针对性解决在

实际治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确保

下一步治理工作得以有效落实。

三是部门协同再聚力，联合联动再

“吹哨”。多次与区级牵头部门、相

关部门沟通协调，明确全年工作任

务目标，按照全市要求积极完成整

治点位的落点落图工作。

2020年我区无证无照经营

计划治理点位17户，“开墙打洞”

计划治理点位8户，区市场监管

局将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用

好“疏整促”的“指挥棒”，打造京

西市场发展高地，争当“两山”理

论守护人。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根据北京市总工会《关于 2020
年北京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

模范集体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要

求，经基层推荐，门头沟区 2020年

北京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模

范集体评选推荐工作委员会评审，

相关单位联审，区委常委会议讨论

批准，最终确定2020年北京市劳动

模范、先进工作者候选人 12 名，

2020年北京市模范集体2个。

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主

动接受监督，提高推荐工作的社会

公信力和影响力，现予以公示，请

社会各界和广大职工群众监督。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来电来信

反映。

公示时间：2020 年 3 月 30 日-
2020年4月3日

联系电话：69841359
联系人：李晓琦 李春玮

联系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新

桥大街34号

门头沟区2020年北京市劳动
模范、先进工作者和模范集体评选
推荐工作委员会

2020年3月30日

1.杜家庄站派出所
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杜家庄站

派出所在距离门头沟城区80公里的大山

深处，该派出所成绩突出。曾获得北京市

政法委先进基层党组织、北京工人先锋

号、北京市公安机关先进集体、优秀青年

突击队等荣誉称号。

2.北京精雕产品设计中心
北京精雕产品设计中心开发出的设

备先后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第十届中国

数控机床展览会春燕奖、中国好设计银奖

等多项奖励。

孙树才，男，53 岁，中共党

员，大学本科，区税务局斋堂税

务所所长，多年来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6 次，嘉奖 5 次，首都

劳动奖章获得者。

谢耀宗，男，32 岁，中共党

员，斋堂法庭副庭长、审判员。

曾荣立个人三等功，北京市法院

党建工作先进个人。

张文敏，女，47 岁，中共党

员，大学本科，区垃圾压缩转运

站书记、主任，北京市三八红旗

手。

刘晶，女，49 岁，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龙泉镇水闸西路社区

书记、主任，首都劳动奖章获得

者,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全国三

八红旗集体。

张慧萍，女，47 岁，中共党

员，研究生学历，中学高级心理

教师，区教师进修学校心理研修

员。

任正新，男，49岁，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助理政工师，现任区总

工会办公室主任。全区优秀共产

党员、5次嘉奖、1次三等功，近三

年连续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曹殿起，男，49 岁，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现任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职

称，区优秀人才，西藏自治区包

虫病综合防治先进个人。

孙京浙，男，45 岁，中共党

员，研究生学历，现任区科信局

信息中心主任。北京奥运会先

进个人,区优秀共产党员,首都劳

动奖章获得者。

宋茂盛，男，50岁，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高级教师，区育园小学校

长，中国教育学会小教专委会常务

理事。获得“全国优秀校长”称号。

周德来，男，57 岁，中共党

员，大专学历，区龙泉镇城子村

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

王进生，男，57岁，中共党员，

清水镇下清水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北京市先进村民委员

会主任、北京市先进调解个人。

魏洪兴，男，46 岁，中共党

员，博士，教授职称，遨博智能科

技公司董事长。北京市科学技

术二等奖、区第二届领军人才。

2020年北京市模范集体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茹）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东辛房街道为充

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机关、社区、非

公等3类党组织分别开展“防疫

火线践初心 立足岗位担使命”线

上承诺、线下践诺主题党日活动。

社区党员积极“亮旗”，发挥

引领作用，带头站在防控疫情斗

争的第一线，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积极主动参与防控工作，用

实际行动当好标杆，当好群众的

“主心骨”，成为战“疫”的“先锋

军”。东辛房街道各社区党组织

的党员共分为三类，即年老体弱

党员、退休党员和在职党员分别

在社区党组织微信群里进行了

承诺，共有303名年老体弱党员

承诺“少出门、不聚餐、不聚会、

不传谣、不信谣、出门戴口罩”，

510名退休党员承诺“参加社区

防控工作”，488名在职党员承

诺“立足岗位，全力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退休党员和在职党员承诺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参与社区值

守、小区内巡逻、消毒消杀、制作

出入证车证、整理档案、给居家

观察户送物资等。

非公党组织奥和物业6名党

员承诺做好消毒消杀、车辆进出

卡口执勤以及利用监控社区严格

看守返京人员居家观察情况等；

街道机关69名党员立足自身岗

位，也进行了相应承诺。线上承

诺后，党员们将自身践诺的情况

拍照上传到自己所在的党组织微

信群，实现线下践诺。

通过此次主题党日活动，让

东辛房街道的党员们更加明白肩

负的责任，大家纷纷表示要全身

心投入到疫情防控战中，以必胜

的信念、扎实的作风，让党旗在防

控疫情的战斗中高高飘扬。

防疫火线践初心
立足岗位担使命

2020年 3月份环境考评得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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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排名本月排名本月排名本月排名

门城地区

永定镇 98.73 1

潭柘寺镇 98.5 2

东辛房街道 98.11 3

龙泉镇 97.84 4

城子街道 97.52 5

军庄镇 97.51 6

大峪街道 97.45 7

其他地区

大台街道 98.35 1

斋堂镇 98.33 2

清水镇 98.04 3

雁翅镇 97.92 4

妙峰山镇 97.84 5

王平镇 97.8 6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