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属地属地属地属地 社区社区社区社区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

1 永定镇 云翔嘉园 99 1

2 大峪街道 新桥社区 98.5 2

3 大峪街道 大峪二小路教委家属楼 98 3

4 大台街道 双红社区 97.5 4

5 龙泉镇 东南街社区 97 5

6 大峪街道 绿岛家园社区 96.5 6

7 大台街道 玉皇庙社区 95 7

8 军庄镇 惠通新苑社区 94 8

9 大台街道 黄土台社区 94 9

10 大台街道 大台社区 94 10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属地属地属地属地 村居村居村居村居 总得分总得分总得分总得分 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

1 雁翅镇 松树村 98 1

2 潭柘寺镇 南辛房村 97.5 2

3 斋堂镇 东胡林村 97 3

4 军庄镇 东山村 97 4

5 雁翅镇 高台村 97 5

6 妙峰山镇 陇驾庄村 96.5 6

7 军庄镇 灰峪村 96.5 7

8 清水镇 达摩庄村 96.5 8

9 雁翅镇 苇子水村 96 9

10 雁翅镇 大村 9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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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严落实垃圾分类严落实 志愿服务来帮忙志愿服务来帮忙

区公路分局
夜间施工消除路面病害

见缝插绿 8个口袋公园
让市民乐享绿色福利

垃圾分类检查排名情况通报
表1：社区组周评比前10名统计表

表2：社区组周评比后10名统计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属地属地属地属地 社区社区社区社区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 主要扣分问题主要扣分问题主要扣分问题主要扣分问题

1 龙泉镇 峪新社区 88 22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2 大台街道 灰地社区 87 23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3 大台街道 木城涧社区 86 24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4 大台街道 千军台社区 85 25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5 城子街道 龙门四区 84.5 26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6 潭柘寺镇 潭墅苑 84.5 27 分类效果差

7 龙泉镇 梨园社区 83.5 28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8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六区 82 29 无公示牌、站点周边环境卫生差

9 潭柘寺镇 潭柘寺新区二区 77.5 30 分类效果差、桶站设施脏污破损

10 潭柘寺镇 潭柘寺新区一区 60.5 31 分类效果差、桶站设施脏污破损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属地属地属地属地 村居村居村居村居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 主要扣分问题主要扣分问题主要扣分问题主要扣分问题

1 妙峰山镇 丁家滩村 90 32 无公示牌、桶站设置不标准

2 军庄镇 西杨坨村 90 33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3 雁翅镇 芹峪村 90 34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4 雁翅镇 下马岭村 90 35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5 军庄镇 军庄村 90 36 无公示牌、桶站设置不标准

6 妙峰山镇 担礼村 89.5 37 无公示牌、桶站设置不标准

7 妙峰山镇 下苇甸村 89.5 38 无公示牌、桶站设置不标准

8 斋堂镇 东斋堂村 89 39 无公示牌、桶站设置不标准

9 雁翅镇 淤白村 85 40 无公示牌、桶站设置不标准

10 龙泉镇 龙泉务村 85 41
无公示牌、桶站设置不标

准、分类效果差

表3：村居组周评比前10名统计表按照区政府的要求，我区每周都将开展垃圾分类专项考核
评比工作，分别对排名前10名与后10名的社区及村进行通报，
本周为试排名，下周将进行正式排名。

（一）检查范围
5月10日至5月14日期间，对门城三办两镇、潭柘寺镇、妙

峰山镇、大台街道、雁翅镇、斋堂镇、清水镇以及军庄镇所辖的共
31个社区和41个村居实施检查。主要检查内容为：分类设施的
设置和标准化、分类设施运行维护情况、分类效果、大类分流情
况、站点周边环境卫生、分类收运情况以及公示宣传情况共7类
22项指标。

（二）检查问题
共检查688处点位，发现问题共504处，问题发生率73.26%；

主要问题为：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未分类投放、设施脏污、大类
分流站点不规范、站点垃圾满冒，占问题总量的75.2%。

（三）考核排名情况
1.社区组周评比前10名与后10名排名
2.村居组周评比前10名与后10名排名

本报讯（记者 陈凯）中关村门
头沟科技园石龙创新大厦内的北京
他山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智
能触摸传感器的企业。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该企业通过中关村门头沟
科技园的帮扶政策获得了一笔资
金，并利用这笔资金研发了非接触
式电梯悬停按钮，助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

这种非接触式电梯悬停按钮与
普通电梯按钮不同，操作人员只需

将手指停留在按钮前，等待蓝色指
示灯变为红色，按钮就会触发，操作
过程中无需触碰按钮。

这个产品主要采用的是非接触
式人机交互系统，通过内部的智能
感应芯片来识别人体部位，从而启
动按钮，实现人体与物体无接触。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产品
第一个特点是感应的距离比较远，
大概是2到4厘米，就能够激活按
钮。第二个特点是能够区分有意识

用手指操作还是无意识触碰，并且
还能区别其他物体靠近。”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
业因为资金短缺的问题，许多研发
项目无法正常进行。中关村门头
沟科技园了解情况后，积极与各银
行对接，帮助企业获得了490万的
贷款。

为了将这笔资金用到实处，企
业开始研究非接触式人机交互系
统，并用这套系统研发了非接触式

电梯悬停按钮、非接触式饮水机等
产品，以此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

北京他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腾谌介绍：“我们研发的非接触式
电梯悬停按钮，预计在5月底进行
市场推广应用。我们已经与国家图
书馆和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区签
订了使用协议，希望这些产品能为
北京市乃至全国的防疫工作做出
贡献。”

本报讯（记者 屈媛）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龙泉镇中门家园

社区积极组织社区力量，以多元化服务向居民推广

垃圾分类措施，践行垃圾分类理念。

“您这个鸡骨头和水果皮属于厨余垃圾，要投

放在厨余垃圾桶里，这个塑料袋属于其他垃圾，要

投放在其他垃圾桶里。”一大早，记者看到，社区的

垃圾桶旁，身穿绿色马甲、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的

垃圾分类指导员和志愿者们正忙碌着，引导居民

“破袋”自查，正确分类，并对居民进行宣传讲解，确

保垃圾正确投放。

社区居民王女士说：“我特别支持垃圾分类，现

在已经养成习惯了，自己在家就都分好了，就连我

家小孙女都知道垃圾要分类，让我们一起保护美好

的家园。”

据了解，中门家园社区推行多元化服务，2名垃

圾分类指导员和 40名志愿者充分发挥垃圾分类宣

传员、巡查员的作用，助力社区垃圾分类。目前，中

门家园社区共有垃圾分类站点13个，垃圾桶52个。

中门家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陈梅介绍：“接下

来，我们将会加大宣传力度，对社区居民开展垃圾

分类知识讲座，对社区志愿者、党员、居民代表进行

垃圾分类培训，完善社区垃圾分类的相关制度。”

本报讯（记者 张修钰）进
入5月，我区石担路、滨河路

等主要大街种植的月季、蔷薇

竞相开放，再加上层次分明的

绿化带和公路两侧大面积的

绿化景观，一幅幅唯美的山水

画卷呈现在人们眼前，市民行

走在大街上，恍如画中游。

这几天，石担路中间隔离

带中的月季花开得正艳，多种

颜色的月季花把石门营到永

定楼之间的这段道路衬托得

更加美丽。阵阵微风吹过，花

随风舞，跳动的景致让过往司

机和路边的行人心旷神怡。

站在过街天桥向远处望去，一

条由月季花组成的花带蜿蜒向

前一直延伸向远方，蔚为壮观。

除了中央隔离带盛开的

月季，道路两侧人行步道上的

蔷薇也进入盛花期，红、黄、白

等各色鲜花组成了一道花墙，

整条大街都洋溢着自然的气

息。据了解，从5月到10月，

我区不同品种的月季将依次

竞相绽放，花期可达半年。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区
公路分局按照“创城”工作要求，
对门城地区3条主要大街实施道
路病害专项治理工程，提升道路
整体美观度，为市民出行营造安
全、舒适的交通环境。

晚上10时，记者在新桥大
街看到，各种机械设备正在紧张
施工当中，大型铣刨机对破损路
面进行铣刨作业。随后，工人们
将路面残渣及时进行清理，并进
行路面摊铺。

由于是夜间施工，区公路分
局安排了多名交通疏导员，现场
疏导交通，确保社会车辆正常通

行。
区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张

海猛告诉记者：“目前，我们已经
完成了总工程的三分之二，处理
路面病害16000平方米，剩余工
程将在6月上旬完工。”

据了解，这项工程共涉及新
桥大街、双峪路、门头沟路3条道
路。主要针对部分路面出现的
坑槽、车辙、沉陷等病害进行处
理，同时修补不清晰标线和破损
标志，预计将处理路面病害
20000多平方米。工程完工后，
将进一步提高路段的路面强度
及行车安全性。

本报讯（记者 高晴）永定镇
本着“因地制宜、见缝插绿、优质
精品、便民惠民”的工作原则，在
8个已拆违点位新建 8个口袋公
园，占地面积715余亩，建设主要
包括景观绿化、健身场地、休闲
设施、停车场等。

栗园庄便民健身运动公园
就是这 8个公园之一，一年前这
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经
过改造之后，如今这片荒地以全
新的姿态重新呈现在百姓面前。

公园里步道上、绿荫下、树林
中，随处都有休闲散步、锻炼身体和

带孩子玩耍的市民，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走在这样的
景观带中，阵阵微风拂面，让人心
旷神怡。置身于这样的绿色长
廊，鸟鸣婉转动听，令人流连忘返。

据了解，栗园庄便民健身运
动公园从2019年初开始建设，年
底完工。通过环境景观的设置，
形成丰富多变、亲切宜人的空
间，满足居民运动健身、游憩休
闲的需求。

目前，永定镇已经对外开放
3 个公园，其余 5 个公园的建设
也将陆续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吕慧）5月
13日起，区环卫中心通过签订协
议的方式，逐步对门城地区沿街
社会单位的厨余垃圾、其它垃圾
进行上门收运。

区环卫中心成立垃圾收运
合同签订小组，与协议商户商定
垃圾收运服务合同内容，全面负
责该项工作统筹实施，做好前期
入户摸底调查，主动对接具体收
运事宜，安排车组进行包干，出
现问题责任到人。根据商户分
布情况，建立微信群，科学合理

安排收运方式，细化作业时间，
确保分类收集定时、定点、定区
域，实现桶车实时精准对接。

区环卫中心每日按照标准
严格进行甄别，发现混装现象及
时向商户发放《告知单》及《生活
垃圾分类清运的情况说明》，整
改未果不予收运。 同时，成立专
项检查组，每日跟进，确保分类
垃圾日产日清，车辆上路全程密
闭，着重做好垃圾分类监督管
理，如遇垃圾混装等问题，做到
及时上账，有据可依。

区环卫中心
推进社会单位垃圾分类有序开展

我区主要大街花卉竞相绽放我区主要大街花卉竞相绽放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企业研发非接触式电梯悬停按钮
高科技助力疫情防控高科技助力疫情防控

表4：村居组周评比后10名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