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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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六区社区 100 1

2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七区社区 100 1

3 永定镇 信园社区 100 1

4 永定镇 永和新苑社区 100 1

5 东辛房街道 河南街社区 99 2

6 东辛房街道 矿建街社区 99 2

7 龙泉镇 梨园社区 99 2

8 永定镇 西峰家园社区 99 2

9 大台街道 玉皇庙社区 98.5 3

10 城子街道 龙门新区一区社区 9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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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平镇 东落坡村 100 1

2 王平镇 东马各庄村 100 1

3 王平镇 南港村 100 1

4 王平镇 西落坡村 100 1

5 王平镇 西马各庄村 100 1

6 军庄镇 东山村 99 2

7 清水镇 黄塔村 99 2

8 清水镇 达摩庄村 99 3

9 军庄镇 东杨坨村 98 4

10 清水镇 艾峪村 97 5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永定镇 98.4 1

龙泉镇 97.8 2

潭柘寺镇 97.3 3

大峪街道 96.8 4

军庄镇 96.5 5

东辛房街道 96 6

城子街道 95.7 7

其他地区

妙峰山镇 98.1 1

雁翅镇 97.8 2

清水镇 96.8 3

大台街道 96.5 4

王平镇 96.2 5

斋堂镇 9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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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子街道 城子西街社区 95 44 设施不标准、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2 城子街道 西宁路社区 95 45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3 龙泉镇 中门寺南坡一区 94.5 46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4 大台街道 黄土台社区 93.5 47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5 龙泉镇 峪新社区 93 48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6 龙泉镇 中门家园社区 93 49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7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一区社区 92 50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8 龙泉镇 龙门新区二区社区 91.5 51 无公示牌、设施不标准

9 龙泉镇 水闸西路社区 91.5 52 无公示牌、分类效果差

10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二区社区 90 53 无公示牌、设施不标准、分类效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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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门头沟融媒客户端
两场直播等您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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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村居组周评比前10名统计表（一）检查范围
5月24日至5月29日期间，对13个属地单位所辖的共53个社区、50个

村居实施检查。主要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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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共检查 471 处点位，发现 7 类问题共计 330 处，问题发生率

70.06%，其中：53个社区共170处问题，50个村居共150处问题；主要问题
为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无大类分流站点或站点不规范、无公示牌，占问题
总量的69%。

（三）考核排名情况
相同得分排名原则：
①若得分相同则根据检查点位基数排名，点位基数大者排名靠前。
②若得分、检查点位基数、问题数均相同，则存在“桶站设施不合格、无

公示牌”的排名靠后，若仍然相同则排名并列。

本报讯（记者 安振宇）汛期
将至，为做好今年防汛工作，日
前，区公路分局到石担路京门铁
路桥泵站和京门专养段开展防
汛安全专项检查。

在泵站内，检查人员详细
了解了泵站配电箱、发电机等
设备的运行情况，同时查看了雨
衣、雨靴等防汛物资储备情况。
泵站工作人员还对设备进行测
试，确保在雨季能够将积水及
时排干。

在京门专养段内，工作人员
正在对一辆排水车进行维修，更
换车辆线缆。检查人员询问了
车辆使用和维护情况，并提醒管
理人员要加强对车辆的管理和
维护，确保在汛期能够及时、安全、
有效地处置各类排水突发事件。

区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副
科长张海猛说：“接下来，区公路
分局将加大检查力度，积极开展
各项防汛演练，确保防汛各项准
备工作落实到位。”

区公路分局开展防汛安全检查东辛房街道成立东辛房街道成立““城管队城管队++保安保安””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表4：村居组周评比后10名统计表

5月份第4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茹）自新修订
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
以来，东辛房街道严密部署、多措并
举、全面持续推进辖区垃圾分类及

“创城”工作。近日，东辛房街道城
管执法队和保安公司工作人员成立

“志愿服务队”。
当日，“志愿服务队”联合东辛

房街道城管办科室人员共计20人，
开展了辖区街面环境整治暨垃圾分
类社会宣传活动。志愿者积极发扬
志愿服务精神，沿着辖区石园南路、
紫金北路、京昆路、紫金路等主要道
路边走边拾捡路面各类垃圾并准确
分类装入袋中。

活动中，志愿者捡拾各类垃
圾 10 余袋，清理街角卫生死角 2
个，铲除街面违法小广告20余条，
清理游商占道经营4起，劝离钓鱼
和河边玩耍问题3起，检查并责令
整改商户垃圾分类问题8个，使街
道环境质量和文明程度得到双提

升，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做出积
极贡献。

本次活动将志愿劳动与监督检
查相结合。城管执法队、城市管理

办公室人员按区城管执法局、区城
管委环境秩序管理标准和工作要
求，边走边劳动，边对辖区沿街商户
的“门前三包”、垃圾分类情况进行

检查，将不合格的垃圾投放及环境
问题即查即纠即改。

城管执法队员积极发挥引领示
范作用。“平日的执法者，今天的志
愿者”，城管执法队员以志愿者身份
进行劳动于日常检查的街面，以实
际行动向沿街商户和过往居民传达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绿色理念，
使周边群众感到城管执法人员即是
环境秩序的维护者，又是文明理念
的倡导者和宜居环境的保护者。同
时，将“创城”精神进一步广泛宣传，
在辖区主要街面营造良好的文明创
建氛围。

东辛房街道“志愿服务队”将形
成常态化志愿服务机制，每周组织
一次辖区环境志愿活动，持续为辖
区环境工作和文明创建作出贡献。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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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雁翅镇 高台村 91 41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2 雁翅镇 下马岭村 91 42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无大类分流站点

3 龙泉镇 西辛房村 91 43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4 清水镇 简昌村 91 44 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无大类分流站点、无公示牌

5 斋堂镇 灵水村 91 45 无公示牌、无有害可回收垃圾桶

6 军庄镇 灰峪村 90 46 无公示牌、无有害可回收垃圾桶

7 雁翅镇 苇子水村 90 47 无公示牌、无有害可回收垃圾桶

8 雁翅镇 淤白村 89 48 无公示牌、无大类分流站点、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9 龙泉镇 龙泉务村 88.5 49
无公示牌、无有害可回收垃圾桶、厨余垃圾分类不

纯净

10 雁翅镇 河南台村 88 50
无公示牌、无有害可回收垃圾桶、厨余垃圾分类不
纯净

区体育馆北侧工商银行门前人行步道上堆放垃圾金地华宸路边垃圾不入箱

6月6日，北京消费季之嗨购（High Go）门头沟
消费季开幕式将在长安天街购物中心举行。此次消
费季活动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全民参与”的模
式，市区联动，部门协同，通过线上线下全场景布局、
全业态联动、全渠道共振，鼓励倡导商家通过线下实
体与线上平台联动，举办打折促销和让利优惠活动，
全方位营造消费氛围，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深度激
发数字消费、信息消费、文化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
费、时尚消费、品牌消费、新品首发消费、品质家居家
电消费和夜间消费热情，加速促进消费人气回暖、消
费信心回升、消费市场回补，全力推动复工复产复商
复市，努力完成2020年全区总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指标任务。6月6日10时30分，门头沟融媒App
将全程直播消费季开幕式。

我区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高效配置运力资源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记
者从区交通局了解到，快速公交
4号线支线停驶运营，支线停驶
后，快速公交4号线主线运力将
有所增加。

快速公交4号线支线首站为
龙泉西公交场站，末站为地铁海淀
五路居，因地铁6号线延长至金安
桥后，市民乘坐该车前往换乘地铁
6号线的需求明显下降。为了高效
配置运力资源，北京公交集团对快
速公交4号线支线进行撤线，并在

站牌张贴告知，同时将运力投放至
快速公交4号线主线，每日增加14
班次，全面提升快速公交走廊服务
能力。此外，北京公交集团还对
383路公交线路进行调整，在往返
行程上增设“军庄中学”站，进一步
优化地面公交干线网规划。

北京公交集团提示，广大市民
如需前往地铁海淀五路居站，可直
接乘坐336路公交车，或乘坐快速
公交4号线主线到西钓鱼台站下
车换乘653路、92路公交车。

6月6日是第25个全国爱眼日，区教委联
合区爱眼协会邀请北京大学眼科博士生导师
肖林教授、北京大学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区
妇幼保健医院眼科主任姚晶磊，共同讲解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如何保护视力以及复课后如
何做好近视防控，并将在现场互动，为广大中
小学生和家长答疑解惑。6月6日10时，门头
沟融媒客户端将全程直播。

区环卫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