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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

非公企业员工义务献血

4月份第 2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4月份第二周(4.6-4.12）河长制基本情况

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
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展““““““““““““““““““““““““““““““““““““““““““““““““““““““““““““““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护绿复绿””””””””””””””””””””””””””””””””””””””””””””””””””””””””””””””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东辛房街道多方联动护河抗疫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茹）近日，天

气转暖，居民外出活动开始逐渐增

多，河道两边、景观台、桥头等处出

现了群众聚集聊天、垂钓捞鱼等现

象。东辛房河长制办公室严格依

照市区两级河长办“关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中加强河湖环境管

理的通知”要求和区相关会议精神

指示，将河湖管理纳入街道疫情防

控的整体工作之中，全面开展河湖

监管工作。

该街道要求社区级河长加强巡

河，除了履行“三查、三清”等日常工

作职责以外，按疫情防控标准对辖

区河湖进行防疫管控，及时发现并

制止涉河的人员集聚、不戴口罩、垂

钓、捞鱼、玩耍等现象，有特殊情况

要第一时间向街道上报。

此外，联合街道城管执法队加

大监管力度，将辖区石门营沟、黑河

沟上的多处观景台、过街桥、消防通

道桥列为重点点位，纳入城管执法

队日常巡检路线之中，一旦发现游

商占道经营立即依法处理，杜绝因

人员聚集产生的防疫隐患。

同时，在河道附近合理设置保

安驻守点，把河道执勤、疏散人群与

清理占道经营等工作相结合，使派

驻的占道保安发挥最大效用。发动

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加强宣传引导，

使社区党员、各类志愿者、热心群众

都不同程度参与到河湖监管之中，

发现问题及时反映，形成联防联控

机制。将河湖管控与清明保障工作

相结合，于入山口又傍河处设立卡

点，进行疫情防控和宣传文明祭扫、

护林防火的同时，监控河湖情况，维

护河湖环境。

截至4月13日，东辛房街道共

制止河道边游商占道经营24起，疏

散取快递、扎堆儿聊天、河边游玩等

人员聚集现象31起，劝阻垂钓、捞

鱼行为22起，规劝未戴口罩18人

次。下一步，东辛房街道河长制办

公室还将继续加强河湖巡查和值

守，增强防控力度，确保消除疫情防

控隐患，在履行日常职责的同时为

整体防疫工作作出贡献。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永定镇

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持续加大环

境整治力度，对辖区内的沟道、边坡等

公共区域地块，开展“护绿复绿”集中

整治专项行动。

经前期排查发现，龙林路北侧的

一处空地存在私搭乱建和私自开垦种

地行为，在告知相关负责人后，永定镇

组织施工方对此处私搭乱建和私人菜

地进行拆除，当天共整治土地面积

1600平方米。

为了确保行动取得实效，连日来，

永定镇联合城管部门对辖区开展了

“地毯式”摸排，对石门营沟、栗元庄南

坡、西峰寺沟两侧及周边开荒种菜情

况进行集中清理，从而进一步落实“创

城”工作。

同时，向周边居民发放公共区域

禁止私搭乱建、开荒种地的告知书，要

求相关负责人自觉清理垃圾杂物，引

导群众爱护公共绿化环境。

截至目前，共排查200余处开荒种

菜情况，发放400余份告知书，出动人员

440 人次，机械车辆 43 台，清理面积

22500平方米。接下来，永定镇将根据整

治工作开展情况，对裸露土地进行绿化

工作，为辖区百姓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张修钰）近日，军庄镇针对今年春季森林防火

工作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多措并举，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在一

线。

该镇启动森林火险橙色预警，由党政主要领导带班，各村居

“两委”成员到岗到位，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第一时间应急处

置。开展森林防火安全大检查，加大巡山护林和检查督促力度，

密切关注辖区极端大风天气下各种突发状况。

由100多名军山林场工作人员、镇应急防火人员组成4支

半专业防火队伍24小时待命，做好人员保障。及时对各村居、

军山林场的扑火装备、车辆、机具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关键时刻

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目前，铁锹、风力灭火机、胶皮打、灭火

器等物资储备充足。

64名生态护林员、80名军山林场工作人员全员上岗，划分

144块“责任田”，实行“包片、包山头、包路口”三级三包制度，与

负责人签订责任书，清理防范区域内的枯枝落叶和杂草，严禁乱

扔烟头、野炊用火，确保不发生火灾和其他安全事故。

同时，启用3辆巡查车在该镇域每天至少检查3次，对这段

时间郊游、爬山、骑游等行为及时劝返，加强野外火源管理，严厉

打击野外用火违法行为，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充分利用辖区34

支动态巡逻队的实时管控优势，紧盯重点部位，严查各村居小路

口、山边、自留地等重点区域，严防烧荒、燎地边等行为。并对6

处上山卡口进行检查，及时疏通森林防火救援渠道。利用宣传

车、横幅标语、“村村通”大喇叭等广泛宣传森林防火知识，营造

浓厚的森林防火氛围，让森林防火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家喻户

晓，使森林防火工作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当前，

护林防火已进入关键时期，王平

镇结合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强化

主体责任、属地责任，严格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制定了详细的森林

火灾排查方案，对辖区山林进行

轮流巡查，确保安全。

安家庄村的每个主要卡口，

都有两名生态管护员进行值守。

在清凉界卡口处，村里的两名生

态管护员佩戴着口罩，相互保持

着安全距离巡查山路。

据了解，王平镇在做好火源

检查和防火宣教工作同时，安排

机关93名干部下沉到所包村居

协助检查和落实防火工作，要求

213名护林员对主要进山路口、沟

口严防死守，防范森林火险发生。

王平镇副镇长魏喜振说：“进

入3月15日以后我们就开始了

每年的森林防火戒严期，在这个

防火戒严期关键时候，我们发动

全镇上下的所有力量包括机关

干部、‘两委’干部，下沉到一线，

做到机关干部包村，村子‘两委’

干部包片，片内的所有生态管护

员包责任区域，全天进行巡视，

周六周日重点巡视，全力保障辖

区林子不着火，森林防火工作安

全进行。”

本报讯（记者 耿伟）近日，中

关村门头沟科技园内的德山非公

联合党支部，号召入孵企业的党

员和公司员工自愿报名参加无偿

献血，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德山生物医药产业孵化器

内的30名党员和员工积极响应

号召，来到我区无偿献血采集

点，在完成测量体温、填写表格、

血液化验等一系列流程后，9名

志愿者现场完成献血，用实际行

动参与疫情防控战役。

疫情期间，德山非公联合党

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建立红色先锋

队、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率

先垂范，带动群众投身疫情防

控工作，积极落实防控举措，响

应公益活动号召，为抗击疫情做

出贡献。

本报讯 随着外地返京人员

增加，日常采购需求旺盛，蔬菜价

格存在上涨的可能，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快速反应，出动执法人员72

人次，对全区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大型超市、果蔬生活超市和社区便

民菜店共32家市场主体销售的九

个品种“当家菜”价格进行检查。

九个品种的平均进货价为

3.69元/斤，零售价为4.64元/斤，

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蔬菜

价格监测数据接近，未发现价格

违法行为。同时，按照北京市监

督管理局发布的疫情期间执法指

导意见要求对被检查商户进行了

提醒告诫，要求不得哄抬物价、扰

乱市场价格秩序，若发现价格违

法行为将从快从严从重查处。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

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为消费者

的“菜篮子”保“价”护航。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区市场监管局
检查32家销售主体“当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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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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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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潭柘寺镇 100% 100% 2 6

6 永定镇 100% 100% 1 3

7 龙泉镇 100% 100% 0 5

8 军庄镇 100% 100% 0 4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5

10 王平镇 100% 100% 1 4 20%

11 雁翅镇 100% 100% 1 2

12 斋堂镇 100% 100% 0 2

13 清水镇 100% 100% 1 6

14 全区合计 100% 100% 10 60% 39

50% —

— —

— —

— 0%

500% 40%

100% 40%

— 0%

— 100%

— 57%

100%

100% 0%

— 75%

0% 0%

36%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军庄镇 98.4 1
东辛房街道 98.1 2
永定镇 97.3 3
龙泉镇 96.8 4
大峪街道 96.5 5
城子街道 95.7 6
潭柘寺镇 94.9 7

其他地区

妙峰山镇 98.4 1
大台街道 98.1 2
王平镇 97.8 3
雁翅镇 97.6 4
清水镇 96.8 5
斋堂镇 95.2 6

本报讯（记者 屈媛）受疫情影响，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极

易出现准备不充分、员工精神状态不佳、设备故障运行、安全

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影响安全生产。近日，潭柘寺镇不断强化

依法监管，促进落实主体责任，抓好源头治理，以“五个到位”

做好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筑牢防疫期间安全生产防火墙。责

任落实到位。该镇要求各部门结合当前安全生产所面临的新

情况、新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履职尽责，超前研判各

类安全风险，采取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严防事故发生，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隐患排查到位。对该镇域内水电气热安全保障、场所特

种设备、消防设施、电气设备安全运行、人员教育培训、应急预

案与值守等开展全方位体检，细致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复工

复产以来，累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43家次，发现安全隐患6

项，现已整改到位。

宣传动员到位。潭柘寺镇开展安全知识入企业宣传活

动，发放宣传单和海报60多份，使一线员工和群众提高了安

全责任意识，要求时刻保持警惕，对安全生产工作不能有松懈

思想，不能掉以轻心，认真务实地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应急物资到位。潭柘寺镇贯彻落实《关于落实北京安责

险支持参保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若干措施的通知》，为安责

险试点企业送去消毒液3桶、酒精200瓶、正规非医用口罩

200个。

应急处置到位。潭柘寺镇建立预警机制，在微信公众号

和微信群及时向各村、各企业发布各类预警信息，督促各单位

全面落实应急管理措施。

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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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宋歌）近日，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常态化，

大峪街道各社区的91个出入口

严格按照统一规范的卡口管控

“五步工作法”，做好辖区疫情防

控值守工作，确保“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全面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进入新常态。

据了解，卡口管控“五步工作

法”，按照“一看二测三查四登五

报”的流程，简单易记，大大有助

有社区卡口值守人员做好疫情管

控工作。

一看，对所有进、出卡口人员

查看是否有出入证；从疫情之初，

为了认清本社区的人，辖区33个

社区积极行动起来，纷纷自行制

作人、车出入证，随着管控的逐步

升级，出入证也逐渐由《XX社区

出入证》演变为带照片、楼门号、

分颜色的升级版出入证，有条件

的社区，借助新媒体途径，制作了

电子出入证，制作成屏保等方法，

大大提升了行人出入排查速度。

二测，对进入社区人员测量

体温，如遇发热人员，联系相关部

门协调处置；现场测温流程能快

速检测进入小区人员的身体状

况，为了更好的做好检测工作，

区、街道下发测温计294个，管控

期间，在社区的各个卡口发挥了

重大作用。

三查，一是进出车辆查后排

人员、查后备箱，以备有人采取非

法途径进入小区；二是对无证人

员查健康宝，看是否健康，查行程

轨迹，看是否属于返京人员；三是

查是否属于被隔离人员；对进入

小区人员的快速筛查，让社区卡

口的管控工作，严谨而安全。

四登，对正常无证人员做好

详细登记，包括姓名、电话、健康

状况和是否离京情况；制作《来访

人员登记表》，细化管控要素，确

保无证人员各项情况不漏登、可

查询。

五报，将发热人员和返京人

员立即上报街道相关部门。在卡

口值守过程中，对发热人员和返

京人员一经发现，第一时间上报

社区和街道，严格按照管控流程

做好下一步工作，确保社区卡口

严防死守，牢牢守住群众安全第

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