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镇 村 得分 序号 镇 村 得分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斋堂镇 东斋堂村 85.85 王平镇 南港村 84.03
清水镇 燕家台村 85.79 龙泉镇 大峪村 83.84
军庄镇 军庄村 85.76 妙峰山镇斜河涧村 83.46
雁翅镇 雁翅村 85.61 王平镇 南涧村 83.27
妙峰山镇下苇甸村 85.26 王平镇 安家庄村 83.15
永定镇 卧龙岗村 85.15 王平镇 色树坟村 81.55
妙峰山镇 岭角村 84.67 潭柘寺镇南辛房村 79.78
雁翅镇 珠窝村 84.54 龙泉镇 三家店村 76.69
妙峰山镇 南庄村 84.4 妙峰山镇 担礼村 75.97
妙峰山镇 84.24 王平镇 河北村 74.45陇驾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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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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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3 100% 3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 2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 2 0%
8 军庄镇 100% 100% 0 - 6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 4 14%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3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 7 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2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3 100% 5 50%
全区合计 100% 100% 7 100% 3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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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第五周(5.25-5.31）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我区各镇街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区消防救援支队
开展安全检查消除火灾隐患

5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结果通报

我区全面启动
“撤除绿网、整治黄土露天”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复工餐厅

和复课学校食品安全进行抽查，

全面排查食品加工风险隐患。

在 Plus365 购物中心里，检

查组抽查了部分餐饮商户进销

登记记录，详细询问了商户经营

情况，并针对食品安全问题提出

了明确要求。

随后, 执 法 人 员 来 到 首 师

大附中永定分校，对学校食堂

内的设备设施、食品存储、加工

环境和就餐区域进行了重点检

查，要求学校负责人要高度重

视食品安全工作，严格把控进

销环节，及时排查安全隐患，确

保不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

执法力度，织密织牢学校食堂、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学校周边

的食品经营商户的食品安全防

护网，坚决守住广大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北京轩

缘百合科技有限公司是负责妙峰

山镇陇驾庄村物业服务工作的企

业，自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和《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

实施后，企业细化工作职责，通

过发放宣传单和垃圾桶、上门收

运垃圾等措施，积极做好垃圾分类

工作。

在妙峰山镇陇驾庄村，每户村

民家门口都放着两个分类垃圾桶，

每天早上和晚上，都有两名垃圾分

类指导员开着垃圾车进行收运，将

村民分好的垃圾再细化、再分类。

上门的同时，垃圾分类指导员还为

大家发放垃圾分类指导宣传单，讲

解相关知识。

一位村民说：“上门收运垃圾

真方便，垃圾分类指导员帮我们把

垃圾桶倒得干干净净的，村里的环

境越来越好。”

企业还与村里积极对接，组织

开展兑换活动，村民可以拿着捡到

的烟头、白色垃圾和纸板，到兑换

点进行兑换，每50个烟头换一个鸡

蛋，每10斤白色垃圾和纸板换10

元或2斤鸡蛋，号召村民自觉参与

垃圾分类，爱护村庄环境。

一位村民拿着换来的鸡蛋说：

“这个活动特别好，路上看见烟头、

废纸我就捡起来，还能换个鸡蛋。

不但村里环境好了，而且对生活也

是一种补贴。”

陇驾庄村经过企业两个多月

来的垃圾分类宣传和指导，每日厨

余垃圾量从 150 公斤增至 300 公

斤，其他垃圾量从730公斤减少至

400公斤，厨余垃圾的分出率明显

提升。

北京轩缘百合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陈晨介绍：“每个桶站有两

名垃圾分类指导员，一名负责把收

集上来的所有垃圾进行再细化，再

分类，另一名是负责垃圾桶擦拭、

消毒工作。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

完善垃圾分类制度，加强对沿街商

户和村民宣传和管理，引导村民树

立垃圾分类的理念。”

上门收运垃圾 烟头纸板换钱物

陇驾庄村垃圾分类妙招真不少

加大餐饮行业监管力度
保障群众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近日，

我区全面启动“撤除绿网、整治

黄土露天”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

城市形象，减少扬尘污染，助力

“创城百日冲刺”。

区城管委充分发挥统筹协调

职能，根据前期摸排和检查上帐

情况，共建立“黄土露天”台帐

339个，涉及7个委办局、12个镇

街和5个产权单位，目前正在抓

紧整治。

据区城管委养护科工作人员

介绍，改造工作包括两种方式，一

种是绿化撒草籽，撒完草籽进行

覆盖保湿、反复浇水后5-7天草

籽就可以发芽。另一种是增添方

便百姓通行的硬化措施，包括人

行步道铺设和混凝硬化等方式。

因为此次整治位置多为人流密集

位置，因此在绿化、硬化工作完成

后，将因地制宜地完善座椅、垃圾

桶等公共设施。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九龙

路与黑山北延交叉口西北角和城

子供热厂前的整治区域，之前，这

些区域杂乱、裸露的地面已经得

到改善，彻底消除城市黄土露天

和绿网苫盖问题。

据区城管委养护科工作人员

介绍，工作全部完工后，区城管委

下一步会将整治位置列入日常整

治台账，后期将进行巡视、养护。

保持整治工作长久有效，进一步

优化百姓城市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区

消防救援支队先后到龙泉镇水闸

西路社区和龙泉宾馆，开展消防

安全检查。

工作人员对社区消防车通

道、灭火器材和电动自行车集中

充电设施进行了重点排查，随后

入户居民家，宣传燃气使用和居

家用电安全知识。

针对复工企业，要求各单位

要严格遵守消防法律法规，落实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体员工要

学习和掌握火灾预防、扑救初期

火灾和自救逃生等消防安全知

识，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区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

指导一科副科长李政浩说：“下

一步，区消防救援支队将会同

各镇街、公安派出所等相关单

位，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和频次，

对于消防违法违章行为，依法

查处和整治，及时消除火灾隐

患，为维护全区消防安全稳定

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 杨爽）近日，我

区部分体育场所有序恢复开放。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

势下，各场所通过加强个人防护、

严格登记管理和强化保洁消杀等

方式，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体育

健身服务。

记者在位于龙泉镇西山环路

的一家健身房看到，工作日下午，

已有不少运动爱好者通过预约前

来锻炼。在门口的测温点，工作

人员会对来访者的体温情况和北

京“健康宝”信息进行查验。进入

健身房后，健身爱好者需要全程

戴好口罩，按照人均运动面积不

小于4平方米的要求进行锻炼。

顾客们纷纷表示：“虽然戴口

罩锻炼有些不太适应，但这也是为

了大家的健康着想。健身房在疫

情防控方面做得很好，能够做到定

时消毒，随时提醒大家保持距离。

据了解，我区目前已开放13

所体育场馆，暂不开放团体项目、

对抗项目、游泳场馆、地下空间和

淋浴设施。此外，健身场所还结

合实际情况，采取缩短开放时间、

提前实名预约、分时限流、定时消

杀等措施，有效避免人员聚集。

因为受疫情影响，部分场馆

将延长3个月的会员期限，并推

出形式各异的优惠活动，鼓励市

民运动健身，增强体质。

健身场所按下“复工键”
做好体育健身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梁盼 王福冬
孙一伦 窦宏博 郭章峰 宋歌）为切

实做好今年的防汛工作,保障全区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区各镇街采

取多项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龙泉镇修订《2020年防汛应急

预案》及《防汛值班制度》，完善村

居防汛预案。成立防汛组织机构，

镇包村居干部下沉检查督促除险

加固、河道清障、背街小巷等各项

度汛措施的落实；成立机关、村居

“两级”共39支526人抢险队伍，对

防汛物资进行储备及检修。

龙泉镇对龙潭沟、天桥浮沟等

泥石流隐患沟、野山野沟进行专人

值守，重要时段采取封闭措施，禁

止游人和车辆通过；对易滑坡、塌

陷等险段进行排查，安排专人负责

检测,及时掌握情况并上报雨情雨

量。截至目前，共排查出地质灾害

隐患点8处、危房险户22户、重点

沟渠4处、重点隐患道路3处。

截至目前，清理雨篦子558处、

雨水管井226处、截流井19处、拦

污坎21处、入河口4处；清通专用

雨水管涵12080米、排水沟300米。

王平镇召开动员部署会，调整

充实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村、社

区及企事业驻区单位也建立防汛

组织机构；结合实际建立检查巡查

制度；制定《王平镇防汛应急预案》

《水库抢险预案》等。同时，开展全

镇汛期安全隐患大排查，全镇共有

险户15户，33人；地质灾害隐患点

18处，现状稳定，无新增地质灾害

隐患。此外，为保障抢险工作快速

有效开展，该镇防汛指挥部统一管

理防汛物资与抢险队伍，目前共设

立5个物资安置点；组建抢险队伍

20支，共408人。

永定镇开展防汛安全知识培

训，利用160余块宣传栏、板报和

LED屏等形式滚动宣传防汛知识，

制定并向各村居、建筑工地、物业

公司等相关单位发放《永定镇防汛

预案》，明确相关职责。对全部防

汛物资设备进行检查，配备救生衣

15件、麻袋300个、编织袋600个

及运输车、铲吊车、发电机、水泵等

物资设备。组建55人的机关应急

抢险队。联合辖区村居单位在卧

龙岗村模拟汛情开展防汛推演，提

高应急处置能力。汛前，对辖区苛

罗坨泥石流沟、卧龙岗村不稳定斜

坡、小园村南坡等14个防汛重点部

位进行巡查、排查。

斋堂镇制定防洪防汛预案，启

动24小时值班制度；在永定河沿线

各村增设6处临时雨量情报站，成

立4支防汛抗旱抢险队，共156人，

24台车辆。每日两次开展永定河

和清水河“双线”巡护，劝返河道两

岸下水、垂钓、野餐人员。将永定

河堵口、险村险户纳入重点巡查台

账；组织该镇执法队30余人对斋堂

水库地区开展非法垂钓巡查；该镇

河长办组织开展永定河河道集中

清理，保障河道行洪通畅。

斋堂镇各村开展“线上+线下”

应急避险宣传培训，并为村民发放

宣传材料4000余份，张贴海报70

余张。组织抢险队和群众开展应

急演练，每日利用微信、村广播等

形式为村民播报天气预报，提高村

民防范意识。

大台街道研究制定了《防汛工

作实施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防

汛演练方案》等指导性文件。动态

更新和完善《大台地区汛期危房险

户台账》《大台地区地灾点台账》。

提前落实防汛物资储备，配齐

抽水泵、抢险车辆、应急照明系统

等设备，补足避险场饮用水、应急

食品等物资。联合相关部门对危

房险户、行洪河道、地灾点、排水管

网、在建工程等开展地毯式排查。

集中精力整改防汛重点隐患硬化

地面，修复排水沟道；清理沟道河

道渣土垃圾；整改道路泄洪隐患3

处，腾退老旧公房住户5户，全力打

好防汛主动仗。

成立覆盖辖区22家社会单位

和9个社区的防汛工作专门机构。

做好入户宣传，引导群众参与，开

展应急演练，成立14支应急抢险队

伍，调配抢险队员350人。强化党

员干部联系包户制度。建立危房险

户党员“一帮一”制度，实现街社两

级214户防汛重点户百分百覆盖。

大峪街道成立宣传教育、转移

安置等4个专项工作组和3个应急

抢险队，从细从密落实防汛工作。

利用新调整《大峪街道社区专员及

机关干部联系社区工作职责》，77

名包居干部周末停休，到社区严格

落实监督、巡查职责，督促和指导

开展防汛隐患点位巡查检查工作，

并针对5位居民通过12345反馈家

中漏雨的情况，第一时间进行协调

处理，截至目前已全部处理完毕。各

社区联合本社区物业公司，及时做好

小区内雨水篦的清淤、疏通等工作，

累计清理1241处；临排洪沟社区发

挥河长制工作职能，第一时间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确保排洪沟顺畅。

大峪街道将进一步加大巡查

检查力度，重点是坡西新自建等临

山平房居住区和剧场东街平房居

住区，做到先期查找防汛安全隐患

点位，并第一时间予以处置。

序号 序号镇 村 得分 镇 村 得分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王平镇 吕家坡村 99.26 王平镇 东王平村 96.03
妙峰山镇 炭厂村 98.65 妙峰山镇 禅房村 95.86
妙峰山镇 黄台村 97.8 清水镇 李家庄村 95.68
斋堂镇 杨家峪村 97.55 清水镇 齐家庄村 95.67
妙峰山镇 大沟村 97.38 清水镇 梁家庄村 95.46
妙峰山镇 樱桃沟村 97.3 王平镇 西落坡村 95.31
清水镇 洪水口村 97.05 清水镇 天河水村 95.3
妙峰山镇 桃园村 97 清水镇 江水河村 95.2
王平镇 桥耳涧村 96.77 妙峰山镇 水峪嘴村 95.05
潭柘寺镇 赵家台村 96.74 清水镇 台上村 95.04

2020年5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优秀等级村统计表 2020年5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后20名统计表

（一）检查范围。全区纳入“百村

示范、千村整治”工程的第一、二、三批

138个创建村，全区纳入创城“比学赶

超”擂台赛的138个村，涉及9个镇。

（二）检查内容。涉及村庄整体环

境及群众反映问题情况、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公厕管

护、村容整洁（含乱堆乱放、乱贴乱画

乱挂、私搭乱建等）、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与管护、村居环境整洁、文化设施建

设、民风建设等方面。

（三）考核排名情况

本表格由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