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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第三周(5.11-5.17）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2.26亿元助力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企业复工复产

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公筷行动”主题宣传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北京文投集团
向斋堂镇定向捐款

区法律援助中心获赠锦旗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构筑文明绿色校园构筑文明绿色校园

5月份第2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本报讯（记者 陈凯）为进一步

推动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中关村

门头沟科技园发挥自身优势，会同

相关单位，主动了解中小微企业的

实际困难，并出台相关帮扶政策，采

取房租减免、金融信贷等方式对中

小微企业进行扶持，用“真金白银”

帮企业渡过难关。

石龙创新大厦内的北京智慧云

测设备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芯

片、卡片、终端、支付系统安全检测

工具的开发和销售。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订单量有所下降，资金出现

了紧张。园区在了解相关情况后，

实施了房租减免政策，同时协助联

系防疫物资购买渠道，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

北京智慧云测设备技术有限公

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的房

租减免了50%，现在园区正在联系

银行跟我们对接贷款问题。通过这

些扶持政策，也大大减轻了我们企

业资金压力，给我们树立了信心。”

与北京智慧云测设备技术有限

公司两层之隔的北京他山科技有限

公司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因为资

金短缺，企业在复工后，许多研发项

目无法正常进行。为解决这一问

题，园区积极与各银行对接，帮助企

业办理贷款业务，共490万的贷款

早在2月底就已经到位，解决了企

业复工复产的实际困难。

北京他山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

理孙腾谌介绍了这笔资金的用途：

“这笔资金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雪中

送炭，我们用这笔贷款开展了一系

列与‘抗疫’相关的科技产品研发，

将这笔资金用到实处。”

疫情期间，中关村门头沟科技

园积极搭建服务企业对接平台，及

时转发、讲解市区两级惠企政策，推

进援企稳岗、金融信贷、安全生产等

工作，精心做好企业服务；建立帮扶

企业协同联动机制，针对企业在疫

情防控期间遇到的困难和诉求，启

动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专项服务。

同时，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与

区内各委办局建立服务重点企业和

重大项目协同联动机制，汇总梳理

问题，列出诉求清单，制定服务措

施，明确责任部门，快速落实解决。

据统计，疫情期间，园区共为

142家企业补贴129.17万元。共帮

助18家企业获得资金2.26亿元 。

本报讯（记者 屈媛）为切实保障学校学生

健康、有序开学，首师大附中永定分校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有效落实《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制定了适合学校的执行方案和宣

传措施，让广大师生正确了解垃圾分类方法，

树立环保意识，共同守护校园卫生环境。

记者在校园内看到，所有的垃圾桶都已分

为“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废弃口罩专用回收

箱”和“有害垃圾”。教学楼的走廊墙上和食堂

里也都张贴着垃圾分类的宣传海报，引导学生

们学习和了解垃圾分类方式。

一名初三年级学生说：“老师在上课和课余

时间都会给我们分享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我

也掌握了不同的垃圾应该如何投放，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大家一起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午餐时间，教室外还会增设“厨余垃圾

桶”，学生结束用餐后，有专人指导学生们有序

进行分类投放。在教师食堂，老师们都严格遵

守一米线间隔打饭，一人一桌，有序进餐后，自

觉将食物残渣倒入“厨余垃圾桶”内，有序的完

成垃圾分类。

首师大附中永定分校校长徐骏介绍说：

“我们积极发挥党员教师的表率作用，通过党

员活动日、教师论坛等形式强化环境意识。学

生处也已经制定《学生生活垃圾分类教育活动

方案》，开展垃圾分类知识竞赛、环境保护主题

论坛，加强学校《卫生标兵》评比等活动，强化

学生文明习惯在综合评价中的地位。”

本报讯（通讯员 李莎莎）“一

直想当面跟你们说声谢谢，真的

谢谢你们的帮助！”近日，受援人

冯玲（化名）向区法律援助中心及

其工作人员送来两面锦旗，表达

内心的感激。

去年8月的一天，一位操着外

省口音的大姐来到了区法律援助

中心，眼里含着泪花儿，嘴里念叨

着什么。工作人员看到后赶忙上

前询问，然而大姐的口音太重，最

后还是通过连比划带写字的办

法，才弄明白了事情的缘由。

这位大姐叫冯玲，今年57岁，

只身一人从外地来到北京，经人

介绍到一户人家里做保姆，照顾

一位患病老人的生活起居。一天

早上在喂老人吃饭时，发现老人

咽不下食物，征得老人同意后便

用手指帮其将食物抠出，但老人突

然闭嘴，导致她手指被咬伤。后来

她到医院就诊，经诊断为手指皮裂

伤，不但自己支付了医药费，还导

致无法上班。事后与雇主就赔偿

事项进行协商，但始终无法达成一

致，于是只好寻求法律援助。

工作人员耐心听完了冯玲的

讲述，仔细查看了医生出具的诊

断证明等相关证据材料，尽可能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到：“公民

的人身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老人

把你咬伤，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您

可以请求赔偿医疗费、交通费、误

工费等费用。人身伤害请求赔偿

的案件属于法律援助案件范围，

只要您符合北京市经济困难标

准，可以免费为您指派律师帮您

打官司。”冯玲见事情终于有了眉

目，眼泪流了下来。接下来，工作

人员向其释明了法律援助的流

程，指导其按要求提供申请法律

援助所需的相关材料。

几天后，区法律援助中心审

核通过了冯玲提交的申请材料，

为其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援助律师

代理该案件，并及时与律师沟通了

案件情况。律师介入后，很快就提

起了诉讼。法院经审理后，最终判

决老人向冯玲赔偿医疗费、交通

费、误工费共计2000余元。

冯玲表示自己早就想来当面

致谢，前一段时间因为疫情在老

家回不来，前几天终于返京，第一

件事就是完成自己的心愿，向帮

助她的区法律援助中心和工作人

员送上“心系百姓 为民排忧”“人

民公仆 心系民众”两面锦旗。

“能够帮助她，我们心里也很

高兴。‘应援尽援、应援优援’是我

们法律援助工作的宗旨，这两面锦

旗是对我们的鼓励，也是对我们的

鞭策，我们会继续认真和耐心对待

每一名当事人，去帮助更多的弱势

群体。”区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 马燊）近日，北

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市文化产权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来到斋堂镇，通过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斋堂镇捐

赠205600余元善款，用于斋堂

镇疫情防控工作。

活动中，北京文投集团和北

文中心负责人分别致辞，向疫情

期间辛勤值守的斋堂镇工作人员

和百姓致敬。斋堂镇负责人介绍

了全镇防疫相关情况。北文中心

负责人将205600余元善款递交

到斋堂镇负责人手中。双方还就

下一步产业帮扶进行了交流。

北京文投集团党委副书记、

董事阎晓东介绍，北文中心发挥平

台优势，组织艺术家进行专门的艺

术创作，通过线上拍卖的方式筹得

了善款。下一步，还将结合东胡林

村的产业帮扶工作，与斋堂镇紧密

结合，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了解，斋堂镇东胡林村是北

京文投集团下属单位北文中心的

对口帮扶村，双方有着良好的合作

基础。这次捐赠的善款，斋堂镇将

全部用于购买防疫物资，解决防疫

物资短缺的问题。下一步，双方还

将就地区产业发展进行深入研讨，

加快推进东胡林村脱贫步伐。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落细落

实疫情防控责任，打好“舌尖上的

防疫战”，推动文明餐桌构建，开

展“公筷行动”宣传活动。

区市场监管局深入辖区餐饮

企业和商场超市，在醒目位置张

贴“公筷行动”宣传海报，同时面

向社会公众宣传文明就餐理念，

面向经营者督促落实公筷公勺要

求。发出使用公筷公勺的三项倡

议，一是“习惯用公筷”，做文明餐

桌的践行者。从我做起，养成良

好习惯，自觉使用公筷夹菜，各取

所食，不互夹菜；餐饮服务单位要

做到“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

勺”。二是“主动用公筷”，做文明

餐桌的推动者。集体用餐时主动

使用“公筷公勺”；餐饮服务单位

要主动提供“公筷公勺”，并礼貌

劝导用餐者使用“公筷公勺”，有

条件的餐厅还要积极推广分餐

制。三是“示范用公筷”，做文明

餐桌的引导者。身体力行，向身

边亲朋好友宣传“公筷行动”，带

动更多的人使用“公筷公勺”；餐

饮服务单位要把“公筷公勺”配备

作为服务标准，通过标语、海报等

方式宣传“公筷行动”。

面对用餐的消费者，工作人

员耐心进行宣传引导，得到了广

大群众的赞同与支持。

同时，区市场监管局还对疫

情期间餐饮门店经营服务是否符

合要求进行检查，查看店内外候

餐区、取餐区等是否设有“一米

线”，员工上岗前是否严格洗手消

毒，时刻佩戴口罩，确保疫情防控

无死角。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

续落细落实主体责任，加大疫情期

间监督检查力度，加大“公筷行动”

宣传力度，倡导就餐新风尚，守护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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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 1
龙泉镇 98.1 2

潭柘寺镇 96.8 3
城子街道 96.5 4
大峪街道 96 5
永定镇 95.2 6
军庄镇 94.9 7

其他地区

妙峰山镇 98.4 1
清水镇 97.8 2

大台街道 97.6 3
王平镇 96.5 4
雁翅镇 95.2 5
斋堂镇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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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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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
问题数问题数问题数问题数

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
题整改率题整改率题整改率题整改率（（（（上周上周上周上周））））

1 大峪街道 100% 村级河长巡
河率考核不
包含社区级

河长

— — 0 —
2 城子街道 100% — —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 — 0 —
4 大台街道 100% — — 2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1 100% 5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 — 6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1 100% 4 0%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6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 — 7 89%
10 王平镇 100% 100% — — 5 33%
11 雁翅镇 100% 100% — — 1 0%
12 斋堂镇 100% 100% — — 1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2 100% 5 33%

全区合计 100% 100% 5 100% 42 67%

本报讯（通讯员 赵雅馨）近

日，区档案史志馆同区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社区

（村）防控组，共同开展了全区各

社区、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物

档案的收集工作。

区档案史志馆对于疫情防控

档案工作做到“全程介入、全程指

导、全程把关”。工作人员自4月

13日起赴各镇、街集中保存点对

征集到的实物资料进行初步筛

选，并深入村、居一线走访，全面

督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物档案

收集、鉴定、移交工作的开展，确

保我区疫情防控实物资料收集工

作做到全面系统、应收尽收。

4月21日至24日，区档案史

志馆工作人员同社区防控组成员

对上述初步接收的实物档案进行

进一步甄别，对其中代表性强、保

存价值高的共451件实物档案进

行登记造册，填写《社区防控组实

物档案目录》并将向北京市档案

馆移交。

下一步，区档案史志馆将在

区属各有关单位及社会组织等全

面推进包括实物档案在内的各类

疫情防控档案的收集、整理、接收

和编研工作，加大档案资料征集力

度，更好发挥档案资政查考作用。

区档案史志馆收集451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物档案

本报讯（记者 杨铮）5月 13
日，区残联举办“庆祝第三十次全
国助残日”活动。副区长张翠萍
出席活动并讲话。

现场，区残联与中国国际技
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外企服务分
公司签订了促进残疾人充分就业
合作协议，将共同开发适合残疾
人劳动力个性化需求的岗位，以
就近就便为原则，为我区残疾人
提供常住地附近或居家就业定制
岗位。

“作为专业的人力资源外包服
务公司，能够为咱们区残疾人提供
更多的就业岗位，我们非常开心。
从2017年开始，我们已陆续为全
市2000多名残疾人安排了就业

岗位，希望借这个机会，可以和咱
们区的合作能更深入。”中智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李云峰介绍。

据了解，通过与中智公司开
展充分就业合作模式，解决未通
过帮扶性就业模式实现脱贫的困
难残疾人的就业难题。近期，我
区将安置70名残疾人就业，首批
安置的雁翅、清水、斋堂地区的
30名残疾人也即将与用工企业
签订劳动合同，签约后基本实现
了山区无保障低收入残疾人就业
全覆盖。

下一步，区残联将组织中智
公司到我区各镇村与残疾人见面
并签署就业协议，帮助他们尽快
实现就业和增收。

签订残疾人就业协议
助力我区脱贫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