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龙泉镇 98.4 1

潭柘寺镇 98.1 2

永定镇 97.3 3

军庄镇 96.8 4

大峪街道 96.5 5

城子街道 96.2 6

东辛房街道 96 7

其他地区

妙峰山镇 98.1 1

大台街道 97.6 2

雁翅镇 96.5 3

清水镇 96.2 4

斋堂镇 96 5

王平镇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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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潭柘寺镇 存诚苑社区 92.5 53 无公示牌、无大类分流站点、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

2 大峪街道 葡东社区 92 54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3 城子街道 城子大街社区 92 55 无公示牌、无大类分流站点、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4 城子街道 市场街社区 92 56 无公示牌、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

5 大峪街道 向阳东里社区 91 57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6 龙泉镇 中门寺南坡二区 91 58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7 东辛房街道 北涧沟社区 91 59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8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二区 90 60 无公示牌、无大类分流站点、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9 龙泉镇 大峪花园 90 61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10 大峪街道 临镜苑社区 90 62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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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翅镇 河南台村 93 38 无公示牌、无大类分流站点、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2 斋堂镇 高铺村 93 39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无大类分流站点

3 妙峰山镇 陇驾庄村 93 40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无大类分流站点

4 斋堂镇 王龙口村 93 41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无大类分流站点

5 清水镇 江水河村 93 42 无公示牌、站点未设置分类公示栏、无大类分流站点

6 斋堂镇 东斋堂村 93 43 无公示牌、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无大类分流站点

7 妙峰山镇 下苇甸村 92 44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无大类分流站点

8 妙峰山镇 担礼村 92 45
无公示牌、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站点未设置分类公
示栏

9 军庄镇 灰峪村 91 46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未设置分类公
示栏

10 斋堂镇 新兴村 89.5 47
无公示牌、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
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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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台街道 大台社区 100 1

2 大台街道 桃园社区 100 1

3 大峪街道 承泽苑社区 100 1

4 城子街道 城子西街社区 99.5 2

5 大台街道 灰地社区 99.5 3

6 大台街道 木城涧社区 99.5 3

7 大台街道 玉皇庙社区 99.5 3

8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五区 99.5 3

9 大台街道 落坡岭社区 99 4

10 城子街道 蓝龙家园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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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庄镇 东杨坨村 100 1

2 清水镇 洪水口村 99 2

3 清水镇 梁家庄村 99 2

4 清水镇 台上村 99 2

5 清水镇 田寺村 99 2

6 清水镇 双塘涧村 98 3

7 清水镇 李家庄村 98 4

8 雁翅镇 田庄村 96 5

9 雁翅镇 苇子水村 96 5

10 雁翅镇 雁翅村 9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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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安全风险 严防设备超期
区市场监管局强化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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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至6月5日期间，对13个属地单位所辖的共62个社区、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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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 处点位，发现 7 类问题共计 288 处，问题发生率

31.93%，其中：62个社区共181处问题，47个村居共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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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3%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加强对
复工复产企业的特种设备进行
检查，严防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某企业由于复工复产需要，
在淘汰年久老化设备的基础上，
新购进一台叉车，急需办理使用
登记，执法人员在设备落地当天
即前往企业进行验收检验，协助
企业依规设置检验区域警戒线，
摆放隔离标志，确认叉车各项参
数与环保排放标准无误后，进行
各项安全性能试验，根据实验结

果第一时间出具检验合格报告，
准予办理使用登记。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
势的好转，执法人员加紧对新住
宅小区、大型制造企业、商业超
市等的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
动扶梯均进行年度检验，按照
《电梯定期检验规则》，查盲点、查
漏洞、查弱项、查隐患，全力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截至目前，
已累计完成电梯检验800余台。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本报讯（通讯员 康健）为吸
引更多人关注档案、走近档案，
了解档案价值，6月9日，区档案
史志馆联合区融媒体中心，推出

“走进档案馆”网络直播，引领
市民从线上走进档案馆，“云”
上观展，探寻档案背后鲜为人知
的故事。

6月9日是国际档案理事会
设立的第13个“国际档案日”，
在直播现场，区档案史志馆副馆
长李进玲介绍了馆内职责职能
及利用服务情况，并带领大家参
观“翰墨兰台——门头沟”“换了
人间——纪念门头沟解放70周
年”“京西撷珍——特藏室”三个

展览，直播最后还有体验查档、
档案征集等活动。截至目前，此
次直播已有500余人观看。此
外，市民可以在“门头沟融媒”
APP上进行回看。

今年“国际档案日”期间，区
档案史志馆还推出了知识问卷
答题活动、图说疫情防控实物档
案、红色书籍赠送、主题征文等
系列活动。

据了解，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2月初，区档案史志馆暂停了
馆内展览活动区域开放。由于近
期北京疫情防控等级下调，自6
月9日起，区档案史志馆将有序
恢复展览接待，实行预约参观。

线上直播“走进档案馆”
引领市民“云”上观展我区三个村入选北京市第二批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推荐名单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表4：村居组周评比后10名统计表

6月份第1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本报讯(记者 马燊）6月5日，北
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公告，市文
旅局、市发改委拟联合推进申报31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我区斋堂镇爨
底下村、黄岭西村，妙峰山镇炭厂村
成功入选名单。

爨底下村是国家住房城乡建
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公布的第一
批中国传统村落，以明清古民居
群驰名。村庄尊奉“天人合一”的
传统自然观，应用古代“风水理
论”选址定位，确定土地使用的分
布及安排，注重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因地制宜，以充分发挥自然
地利潜力和生态环境条件，与村
民生产，生活的需求相结合，依
山就势，筑宅建院，引水修塘，随
坡开田。

主要景观有一线天、财主院、
四合院、影壁等。爨字也自古传下
歌谣：兴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
火烧。

黄岭西村，因地处黄岭之西而
得名，与爨底下村一同被评为第一
批中国传统村落。村庄为典型的
山地村落，整体格局清晰，尚存众

多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民居院落，风
貌古朴。

去年，我区大力发展高端民宿，
黄岭西村也顺应潮流引进“有关”民
宿，让村庄在继红色旅游、古民居游
之后，增色不少，现在，黄岭西村已
经成为一块旅游热土。

炭厂村位于妙峰山镇群山之
中，2014年，该村紧抓险村改造的
契机，按照区委、区政府部署同步进
行产业转型，环境建设和产业发展
两手抓、两手硬。现在，炭厂村村庄
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居民生

活条件有了质的飞跃。
炭厂村依托神泉峡景区发展旅

游和民俗接待，后又引进冰瀑景观，
形成了四季旅游产业链。

去年，炭厂村深挖村庄红色文
化，打造炭厂村史博物馆、抗战史实
铜塑等景观，让村庄增添了文化的
厚重。

今年，我区按照市委、市政府要
求，开展“百村示范、千村整治”示范
村建设工作，雁翅镇、潭柘寺镇、妙
峰山镇、王平镇的15个村被列为示
范村建设重点。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注销公告
北京市门头沟区工商行

政管理学会（登记证书编号：
京门民社证字第 0910045号）
经理事会决议，拟向上级登
记部门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组成清算小组，请债权人于
2020年 6月 12日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日内向本中心清算组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大峪二小胡同垃圾不入箱向阳楼变电箱下垃圾不入箱 区环卫中心/提供

军庄镇全面推进垃圾分类源头管理工作军庄镇全面推进垃圾分类源头管理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赵晨振）军庄镇

自5月1日起全面实施垃圾分类。
通过多种途径，营造浓厚宣传氛
围，并组建垃圾分类指导员、垃圾上
门收运员、垃圾分类督查收捡员队
伍，试行奖惩机制，全面推进垃圾分
类源头管理工作。

军庄镇委托北京荒漠绿植研
究中心讲师逐村、逐社区开展垃圾
分类知识讲座系列活动，举办大型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3次，举行村居、
分拣员、保洁员等垃圾分类培训11
次；借助妇联社区家长学校的平
台，在杨坨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演
示，明辨垃圾分类方法，做好厨余、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等
垃圾分类处理。全镇受训人员达
千余人，人人争当“示范员”“宣传
员”“引导员”，全面提高了村居群

众及垃圾分类队伍的宣贯能力和
实操水平。

在全镇设立7个垃圾分类暂存
点，并结合“大物业”管理，在7个平

房村组建垃圾分类电动车队，组成
35人的垃圾收集“吹哨人”，划片定
责进行上门收集。每天7时—9时，
16时—18时统一吹哨提醒，哨响人
来，“吹哨人”一对一、点对点宣传垃
圾分类知识和具体投放要求，村民
主动投放垃圾，做好源头分拣工作。

在全镇3个社区和2个楼房区
集中设置49处绿色、蓝色、红色、
黑色四类投放桶。每个桶站分配
1—2名垃圾分类指导员，每天7时
—9时，18时—20时，现场督促指
导自主投放垃圾的群众做好垃圾
分类。同时杨坨社区试行奖惩机
制，为正确投放垃圾的居民发放兑
换奖票，集齐3张兑换奖票可领取
洁厕灵、洗涤灵等奖品。截至目
前，已发放奖票1200余张，兑换奖
品28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