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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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峪街道 剧场东街社区 100 1

2 大峪街道 新桥南大街社区 100 1

3 龙泉镇 琉璃渠社区 100 1

4 龙泉镇 倚山嘉园社区 100 1

5 城子街道 龙门新区六区 100 1

6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六区 99.5 2

7 大台街道 黄土台社区 99 3

8 大台街道 灰地社区 99 3

9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七区 99 3

10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四区 9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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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村 100 1

2 军庄镇 孟悟村 100 1

3 军庄镇 新村 100 1

4 清水镇 杜家庄村 100 1

5 清水镇 胜利村 100 1

6 王平镇 东王平村 100 1

7 王平镇 南涧村 100 1

8 王平镇 西王平村 100 1

9 雁翅镇 泗家水村 100 1

10 雁翅镇 松树村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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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门新区五区 94.5 44
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
且未正确公示

2 王平镇 惠和新苑社区 94 45 12345举报、无大类分流站点

3 城子街道 华新建社区 92 46
区领导检查不达标、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4 大峪街道 新自建社区 92 47 无公示牌、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

5 大峪街道 龙山一区 91 48 区领导检查不达标、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

6 城子街道 龙门一区 91 49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7 王平镇 河北社区 90 50 无公示牌、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8 王平镇 色树坟社区 90 51
无公示牌、无大类分流站点、厨余垃圾分类

不纯净

9 龙泉镇 水闸西路社区 90 52 无公示牌、大类分流站点未正确公示

10 大峪街道 绿岛家园社区 87 53 12345举报、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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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监管局严查违规销售电动车

大峪街道
“四个深入”做好“创城”问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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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6日至6月12日期间，对13个属地单位所辖的共53个社区、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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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 处点位，发现 7 类问题共计 230 处，问题发生率

31.21%；主要问题为站点设施不标准、未设置大类分流站点或站点不规范、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占问题总量的82.61%。

近日，为进一步强化经营主
体合法规范经营，区市场监管局
联合相关部门对电动车销售行
业进行检查。

首先，执法人员对主要大街
是否存在违规销售电动车的行
为进行地毯式排查，告知沿街经
营者不得从事销售违规电动自
行车、三轮车和四轮车的违法行
为，如发现违法行为将予以严厉
查处；其次，对往年重点监控的
经营主体进行检查。重点关注
目前以销售电池、电动车配件为
主的企业，执法人员要求经营者
不得违规销售、代售电动车，并

督促对经营场所堆积存放废旧
电动车的行为立即整改。

区市场监管局已检查电动
车销售企业10家次，其中1家仍
处于停业状态，暂未发现违法问
题。下一步，执法人员在检查中
将结合产品抽检，严格检查在售
车辆质量安全，发现销售不合
格、假冒伪劣、不符合国家标准
电动自行车及违规“老年代步
车”等违法行为，将分别依据《产
品质量法》《商标法》《北京市非
机动车管理条例》及《道路交通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大峪
街道结合辖区内部分社区存在
的“创城”问题，坚持“四个深入”
做好“创城”问题整改。

一是深入对接，立行立改。
对我区5月份文明社区综合考评
排在后20名的9个社区进行集
体约谈，围绕老旧社区硬件设施
缺损、堆放杂物、小广告三个主
要问题逐项分解定责。目前正
全力整改存在问题，并协调物
业、管护单位，及时维护、更新硬
件设施。

二是深入联动，分级履责。
77名包居领导和机关干部严格
落实监督、巡查职责，结合创城
办检查反馈的问题，督促并协助

社区落实整改，同时举一反三强
化排查自改。定期召开包片干
部会，及时解决现存问题。

三是深入发动，结实网格。
强化网格员、楼门长、垃圾分类
指导员等各自职责落实，多线程
织密社区管理网格，做到网络清
晰、点位有人。利用“周末清洁
高潮日”、在职党员回社区等形
式，广泛发动在职党员、“门头沟
热心人”志愿者等 5000 余人次，
共同助力社区环境建设。

四是深入推动，对标攻坚。
扎实推进《大峪街道创城“双达标”
百日冲刺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同
步开展 8 个专项整治行动，有侧
重、分步骤做好问题整改。

本报讯（记者 陈凯）区城管
执法局按照相关要求，结合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组织相关镇
街城管执法队，对门城地区开展
摆摊设点专项整治行动，减少公
共区域人员密集，保障市容环境
秩序良好。

记者在门城湖公园看到，城
管执法人员采取定点值守和徒
步巡逻的方式对公园内进行检
查，经检查发现，公园内没有出
现摆摊设点的现象。随后，执法
人员又来到城子街道燕保家园
社区开展执法检查，此时附近正
有一名贩卖水果的商贩，执法人
员立刻上前进行制止，同时对商
贩进行警告约谈，开展宣传教
育，并将其劝离。

除了开展专项执法以外，区
城管执法局还对全区所有三类
场所进行排查，要求各镇街执法
队对商户开展入户走访，在门前
张贴疫情防控的相关通知。自6
月13日起，共查处无照经营、摆
摊设点、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60
余起，发放疫情防控相关告知书
3万多张。

据区城管执法局工作人员
范子健介绍：“接下来，我们将根
据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
严查‘三类场所’疫情防控落实
情况，加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
度。特别是对无照经营、摆摊设
点、占道经营等扰乱市容环境秩
序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保
障社会秩序良好有序。”

城管部门开展专项行动
整治摆摊设点行为我区各镇街多举措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表4：村居组周评比后10名统计表

本报讯(通讯员 姚迪 赵菁 赵晨
振 梁盼 杨晋子 刘欣威）连日来，我
区各镇街积极响应，第一时间组织
力量部署落实，多举措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

雁翅镇对重点场所、重点部位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进
行检查，机关干部下沉到各村居督
导配合开展重点人员管控、卡口值
守、公共场所消杀等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迅速开展“敲门行动”，
进行“地毯式”入户摸排。实行每日
发热“零报告”制度,加强村民健康
监测。加大商户、超市及餐饮企业
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疫、食品卫
生等巡查检查力度，加强肉类、海
鲜、果蔬等货物的监测监管，确保来
源可追溯。

雁翅镇从严从紧加强社区防
控，继续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有卡口
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严格执行测
温、扫码、查证、登记四个规定动作.
做好公共区域清洁消毒，暂停开放
体育、健身、娱乐等室内活动场所。
通过“敲门行动”上门入户、广播、微
信群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在各村
卡口显著位置张贴提示、公告等，引
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个
人防护，有情况主动报告。

妙峰山镇开展“地毯式”入户摸
排，对常住户、承租户及路边商户进
行检查和提醒。及时录制执勤点广
播，在设卡点、各村广播点循环播
放。各村制作宣传卡张贴在各卡
口，悬挂标语横幅17处。此外，利
用微信群大力宣传防控知识。

妙峰山镇安全科、旅游科、食药
所、城管执法队等多个科室对镇域
内所有生产经营单位、旅游景区、餐
饮、规模以下工业单位、企业逐一进
行排查，确保食品来源可追溯，并督
促做好人员登记、体温测量、全面消
毒等工作，严格落实各项防疫工

作。充分发挥“1+5+17”工作统筹
指挥体系作用，即1个指挥部领导
小组，指挥办公室、应急保障、维稳
防控、宣传舆情及督导检查5个工
作专班及17个村级工作小组，在职
党员、“红绿灯”文明引导队成员、村
民代表主动加入，24小时值班值
守。通过“日巡查、日汇报”工作机
制巩固值班值守效果。

军庄镇动员包村居干部、楼长、
疫情防控巡逻队、企业稳控组等190
余人对11个村居、77家各类企业进
行摸排。由志愿者、楼长等34人组
成13支后勤保障队伍，做好居家观
察人员生活用品采买、快递代取、每
日体温监测等各项居家管控措施。

此外，立即对63处厕所、117处
垃圾集中存放点、35处电梯、12处
健身设施和公共区域进行全流程消
杀。各村居所有卡口均进行24小时
值守，执行测温、查证、验码、登记等4
项规定动作。并由专班人员不定期
督导检查各村居封闭式管理工作。

同时，对辖区19家小餐馆、7家
桥头堡果蔬店进行8项措施落实情

况及新发地休市期间交易保供情况
专项检查，了解营业需要，要求保障
货物供应，稳定物价。通过发放宣
传材料、制作宣传条幅等方式，动员
辖区群众主动做好配合工作。

龙泉镇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最新形势，快速召开专题会，依托

“35+3+3”工作机制，快速构建党政
主要领导挂帅领导“35个村居共建
联控、3个指导组规范标准、3个巡
查组常态督查”联防联控工作格
局。依托“敲门行动”，立即对机关
大院以及35个村居、“五小行业”商
户、工地进行全面摸排。

此外，对全镇已经复工的3家
农贸市场的进货渠道进行溯源追
踪，联系蓝天救援队对3家农贸市
场的商铺、公共区域、垃圾箱、公共
厕所等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消毒杀
菌。统筹下沉干部、在职党员、志愿
者等人员力量充实村居卡口值守力
量，对卡口出入人车严格执行“测
温、查证、验码、登记”4项措施，确保
24小时严密防守。对居家观察者加
强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足不出户、居

家无忧。
大台街道暂停开放社区体育、

健身、娱乐等室内活动场所。各个
卡口执行24小时值守值班制度，严
格执行测温、查证、验码、登记四个
环节措施。各社区按照消杀指引，
加大社区消杀频次和范围。截至16
日12时，街道已集中为社区发放口
罩共 700 个，酒精、消毒液共 140
瓶。街道派出监察组同步开展督查，
确保社区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此外，在已完成第一轮摸排结
果的基础上，开展二次全面排查及
重点排查，核实内容更详细、结果确
认更多次，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做
到可知可控、精准防控。

同时，利用“敲门行动”、张贴公
告、微信群、电话联系等多种方式开
展宣传活动，依托“五户联治+平安
户长”群众自主管理模式、“听讲干评
享”五群工作法等大台创新机制，大
力发动党员代表、“平安户长”开展邻
里宣传，加强走访巡查。街道干部第
一时间下沉社区，协助社区防控工
作。实行“1+6”防控力量配备模式，
1名联系社区的处级领导负责调配
社区干部、包居科长、物业人员、社区
民警、在职党员、“门头沟热心人”。

城子街道组成巡查小组，不定
期巡查卡口值守情况。每晚主要领
导带队对辖区40余个卡口值守情
况和点位盯控情况进行检查。街道
工委依托党建协调委员会工作交流
机制，每日沟通掌握辖区单位、社会
组织、学校等人员健康情况，落实属
地责任。各社区组织160余名网格
员开展二轮“敲门行动”。

6月13日至15日，城子街道城
管执法队对餐饮物流等重点领域对
象开展相关检查工作。本轮检查实
现了辖区台账三类场所100%全覆
盖。共出动人员34人次，车辆6车
次，检查商户57家次。

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
强化防控措施安全有序复工复产强化防控措施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耿伟 刘鹏）近
日，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强化
管委会和驻区企业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措施，充分发挥园企
联系机制作用，加大日常巡查
力度，严格制定各项防控措施，
确保园区和企业安全有序复工
复产。

在石龙高科大厦的一层大
厅内，园区管委会恢复了体温
检测岗，利用红外线测温仪，
对进入大厦的所有人员进行
体温检测，并查看“北京健康
宝”相关信息，符合条件才能
进入大厦。

管委会充分发挥园企联系

机制作用，工作人员深入孵化
器和企业，在各醒目位置张贴
通知，要求企业员工如实申报
相关情况。工作人员还加大
了宣传力度，检查各企业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督促各企
业严格落实责任。

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每
天巡查两次，重点检查各孵化
器和企业测温、验码、通风、消
毒等 8 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情况。

园区各孵化器也增加入孵
企业的走访频次，了解相关情
况，帮助各企业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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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镇 黄安村 96 44 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无大类分流站点

2 斋堂镇 张家村 96 45 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无大类分流站点

3 龙泉镇 赵家洼村 95 46
公示牌不规范、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无大类分流
站点

4 清水镇 塔河村 94.5 47 公示牌不规范、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

5 斋堂镇 青龙涧村 94 48 无公示牌、无大类分流站点

6 潭柘寺镇 草甸水村 94 49
公示牌不规范、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无大类分流
站点

7 潭柘寺镇 赵家台村 93 50 无公示牌、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无大类分流站点

8 斋堂镇 火村 93 51 公示牌不规范、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

9 潭柘寺镇 桑峪村 92 52 公示牌不规范、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

10 斋堂镇 马栏村 91 53 无公示牌、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无大类分流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