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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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
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

第三方发现问题第三方发现问题第三方发现问题第三方发现问题
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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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2 城子街道 100% 0 -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0 - 0 -
4 大台街道 100% 7 100% 0 66%
5 潭柘寺镇 100% 100% 6 83% 2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1 100% 1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 3 0%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4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 3 40%
10 王平镇 100% 100% 2 100% 2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 4 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5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4 100% 4 0%
全区合计 100% 100% 21 95% 2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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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第2周(6.8-6.14）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我区各镇街严格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潭柘寺镇开展
“分类齐动员文明天天见”主题活动

清水镇“三项措施”推进“厕所革命”

6月份第2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区公路分局对109、234国道
部分路段实施大修工程

区市场监管局
举办“快检小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 周环宇 窦宏
博 王福冬 孙一伦 蔡彬 宋歌 王茹）
连日来，全区各镇街多措并举全力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清水镇快速响应，连夜开展

对本机关及下属单位人员本人及

家属5月30日之后“两人一货”情

况摸排。同时，全体机关干部停

休，下沉到村开展“敲门行动”逐户

摸排走访，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

人”。

清水镇开展执法检查，对30家

已复工商超、餐饮、药店等“三类场

所”进行到店排查。对3个景区、7

个精品民宿和121家民俗旅游户进

行排查。对12家企业进行排查，均

反馈在5月30日至今没有到新发地

和京深海鲜市场购买产品，且没有

与新发地和京深海鲜市场送货人员

接触。同时，在全镇46个值守卡口

张贴宣传标语148条，通过微信、网

络等有效形式进一步营造健康向上

的舆论氛围。

斋堂镇第一时间开展“敲门

行动”，对全镇现住居民开展“地

毯式”入户摸排。成立商户摸排

小组，深入排查餐馆等“七小”场

所、批发零售店、大型超市等63家

实体门店的进货来源和工作人员

行程。立即关停斋堂大市场，组织

包村干部下沉参与卡口执勤，各村

居卡口张贴公告，恢复体温测量

和“一证双码”检查制。镇纪委牵

头成立巡查组开展不定期不定点

巡查。

斋堂镇在各村居卡口和公共场

所张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宣传标语

550余张，利用村广播等形式普及

个人防护知识。

王平镇各村居利用广播、微信

群等宣传渠道，督促村居民有新发

地、京深接触情况的要立即上报；在

各卡口统一布置宣传横幅156条，

并滚动播放提示广播，引导群众加

强自我防护意识，理性面对疫情。

此外，启动排查零报告机制，

各村居对属地人员情况实施动态

排查，特别对出租房户、“七小”门

店、工程工地、驻区企业进行重点

排查。同时与王平医院等单位及

时对接，随时密切关注发热人员情

况。目前，已全部完成第一轮摸排

工作。同时，各卡口严格执行凭证

出入、测温、登记、验码等管控措

施，形成封闭式管理状态；95名镇

机关干部第一时间下沉到各卡口

参与值守。

永定镇开展第二轮“敲门行

动”，采取倒时序排查方式，进行拉

网式入户摸排。通过敲门、张贴海

报、微信、电话联系等多种方式进行

宣传告知。

永定镇全力配合区住建委做好

“1+4”家工地封闭式管理措施，严

格落实“只进不出”的防控措施，迅

速补充30名保安和机关干部，采取

“人防+技防+巡防”措施，进行每日

两次24小时全面排查检查。对生

产经营单位进行全面排查巡查，确

保一人不漏。

同时，明确社区（村）加强卡口

管控，做到“查证、测温、验码、登记”

四项规定动作不走样，所有卡口安

排人员24小时值守。全力做好“两

类人”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截

至目前，已建立3个集中采样点。

潭柘寺镇立即组织各村召开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紧急部署工作，深

入开展拉网式摸排和“敲门行动”。

该镇食药、城管等执法部门对镇域

内所有商户、超市及餐饮企业逐一

进行走访，排查食品流通商户 28

家，社会餐饮28家；电话核查单位

食堂20家。充分调动各村、社区网

格员、楼门长、村民代表等人员作

用，严格落实查证、扫码、登记工作，

同时对卡口张贴的健康码等进行更

新，做好村民防疫宣传引导工作。

大峪街道33个社区立即启动

二级防控，按照上级摸排“两人一

货”情况，持续做好“敲门行动”，开

展地毯式摸排；5100余名党员、下

派干部和志愿力量投入工作。在辖

区社区91个出入口通过电子屏、条

幅等各种形式，提醒居民配合社区

防疫工作。

大峪街道为居家观察者送上

“健康安心礼包”，并做好帮扔垃圾、

帮送快递等暖心服务工作。近期涉

及幼升小需外出就学报名家庭，该

街道已第一时间联系区教育系统进

行对接。此外，该街道为防疫志愿

者下发驱蚊花露水、藿香正气水等

防暑降温慰问用品，确保持续做好

辖区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东辛房街道迅速开展“敲门行

动”。各社区迅速组建摸排队伍，开

展“地毯式”入户摸排工作，精确掌

握相关人员基本信息，建立完善摸

底数据台账。

此外，开启24小时轮流值守模

式，严格执行测温、查证、验码、登记

4项措施，做好重点人群管控，严格

落实人防加技防管控措施，加强居

民健康监测。利用微信群、广播小

喇叭进行广泛宣传，在社区宣传栏、

小区卡口、单元楼门口等重点显要

位置张贴宣传资料。持续暂停开放

体育、健身、娱乐等室内活动场所。

同时，加强督导检查。

“厕所革命”直接关系到农村

群众生活品质的改善。过去，如厕

难问题是长期困扰山区百姓的一

件烦心事，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以来，清水镇启动实施了

三年消灭旱厕行动，全镇32个村的

90座村级公厕全部达到了三类以

上水冲公厕标准，彻底解决村民如

厕难的问题，“如厕难”这个清水镇

的民生短板，一跃成为了提升群众

生活幸福感的助力跳板。

坚持规划先行，注重建设绩

效。因地制宜开展规划建设，按照

公厕科学化、减量化、合理化的原

则，最大限度发挥政府资金效益。

改造工作启动前，清水镇结合各村

村庄规划和现有人口规模，对镇域

内现有不达标公厕进行摸排统计，

建立了改造台账。强化与国土规划

部门沟通协调，对上账公厕选址和数

量进行优化。三年来，通过逐步拆除

位置不合理的、改造不达标的公厕，

做到选址合规、数量合理、质量达标，

有效满足了村民生产生活需要。

突出工程监管，确保建设质量。

综合考虑村容村貌、乡情村史等因

素，聘请专业设计公司“一厕一设计，

一厕一预算”，注重公厕与村庄整体

协调，对内部装修制定了统一标准。

组织村集体按照标准自主实施公厕

建设工作，优先使用本村有劳动能力

的村民参与建设，把公厕改造作为带

动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既控制

了建设成本，又促进了农民增收。聘

请监理公司对工程的各阶段严把质

量关；组织各村书记、主任、设计、监

理、施工等单位建立微信联络群，畅

通公厕改造工作各方的沟通渠道。

通过对关键节点的严格把控，2017

年完成23座旱厕的提升改造，2018

年完成 37座旱厕提升改造工作，

2019年完成30座旱厕提升改造工

作，并达到三类以上公厕标准，为农

民提供了生活便利条件。

农村厕所提升改造后，为了让

群众长久受益，彻底改善厕所的卫

生条件，注重建管并重，强化长效

机制。按照区农业农村局要求，采

取“一村一策、村级定制”的方式，

清水镇32个村全部建立了《清水镇

公厕管理制度》《清水镇农村环境

卫生管理考核制度细则》等管护机

制，有稳定的管护队

伍，明确管护范围和频

次，推动公厕检查考评

管理常态化、制度化、

规范化，确保制度用得

上。鼓励专业企业将公厕管护服

务延伸到乡村，探索引进第三方服

务机构对厕所保洁进行物业化管

理，把公厕长效管护机制的落实与

村规民约修订实施相结合，通过村

内民主程序，将各村长效管护机制

固化上墙，接受群众监督，确保制

度管的了。明确具体考核检查标

准，做到指标可量化考核，对公厕

管护员的上岗时间明确到“点”、保

洁频数明确到“次”，保持公厕正常

开放，卫生干净整洁，确保效果看

得见。

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区

公路分局组织北京市政路桥养护

集团对 109 国道和 234 国道的部

分路段实施大修工程，进一步提

高路面行车舒适度及平整度。

据了解，109 国道大修工程

分为两段道路进行施工，施工长

度22.3公里，途经妙峰山镇、王平

镇、雁翅镇。主要工程内容包括

铣刨罩面、病害处理、交通工程、

附属工程等。

由于 109 国道交通量较大，

施工方对半幅道路进行了封闭，

在病害处理后及时恢复路面，减

少对交通的影响。

234国道大修工程涉及路段

为高芹路，全长 15.13公里，施工

内容包括铣刨旧路、病害处理、道

路边坡防护、排水工程等。

由于本次大修段落沿线分布

有军缆，施工前，区公路分局还积

极与所属部队进行沟通，并安排

专人进行实地查看。在施工过程

中，工作人员同步进行降尘处理，

有效减少扬尘污染。

据区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范

虎彪介绍：“109国道大修工程已

完成 4 公里的道路修复，正在进

行路面铣刨、病害处理及沥青摊

铺工程。234国道大修工程也正

在抓紧施工当中，预计两条道路

9月份同步完工。”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近日，

为落实《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潭柘寺镇积极探索，深入开

展“分类齐动员 文明天天见”主题

活动，让绿色发展理念入脑入心。

一是“环保小卫士”争当小能

手。号召百余个亲子家庭参与垃

圾分类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垃

圾分类小课堂”“微课堂”送课上门

等活动，培养家庭环保理念，引导

未成年人争当垃圾分类小能手。

二是“桶边指导员”培养好习

惯。对“桶边指导员”进行岗前培

训，要求统一着装、佩戴袖标、胸

卡，分时段进行现场指导，推动绿

色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三是“互动小课堂”提升参与

度。各村居结合实际，通过手机

答题、现场分拣、互动教学、积分

兑礼等形式，开展组织垃圾分类

活动12场，900余人参与活动。

四是“志愿云培训”服务更专

业。各村居“新时代文明实践员”

集中或分散式进行线上志愿服务

培训，推广“北京市垃圾分类宝典”

小程序，积极传播垃圾分类知识。

五是“垃圾随手分”引领新风

尚。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

织 300余名“门头沟热心人”化身

垃圾分类“宣传员”，在街边、车

站、绿化带内边捡拾垃圾，边现场

分拣，引领垃圾分类新风尚。

为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的食

品安全快速检测技能，确保食品

安全监管工作的有效开展，近日，

区市场监管局开办个性化“快检

小课堂”，进一步夯实各所快检室

的阵地作用，拓宽检测项目，提高

动手能力。

培训由食品检验室负责人主

讲，从快检的背景知识、设备介

绍、项目演示三个方面进行详细

讲解和答疑，其中对酱腌菜中的

亚硝酸盐、牛奶中的三聚氰胺、常

见食品添加剂等项目逐一进行演

示，同时针对快检工作中可能会

遇到的问题和应注意的细节一一

进行讲解，以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

合的方式，让参加培训的人员对食

品安全快速检测有了更为直观的

了解，更加清楚操作时的注意事

项，避免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失误。

培训期间，执法人员认真学习，积

极参与，有效掌握了食品快检操作

方法，取得了良好的培训效果。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文明农村人居环境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龙泉镇 98.4 1

永定镇 98.1 2

潭柘寺镇 96.5 3

军庄镇 96.2 4

东辛房街道 95.7 5

城子街道 95.4 6

大峪街道 94.6 7

其他地区

清水镇 98.4 1

大台街道 98.1 2

妙峰山镇 97.8 3

雁翅镇 97.6 4

王平镇 97.3 5

斋堂镇 97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