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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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0 -

2 城子街道 100% 2 100%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3 100% 0 -

4 大台街道 100% 0 - 4 -

5 潭柘寺镇 100% 100% 1 100% 4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1 100% 3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 3 33%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2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2 50% 4 66%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4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 4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1 100% 5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2 50% 3 100%

全区合计 100% 100% 13 84% 36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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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第三周(6.15-6.21）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双峪菜市场防控再升级确保百姓购物安全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垃圾分类同参与
京西老兵再发力

斋堂镇“五个强化”实现村庄清洁常态化

区应急管理局
开展加油站专项检查

6月份第3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文明农村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的新变

化，双峪菜市场及时调整防疫管控

策略全员排查，积极落实通风消毒、

宣传引导、严格出入管理等措施，为

市民营造安全、放心的采购环境。

在市场的出入口，工作人员把

步行和骑车的顾客分成两组，通过

测温枪和热成像仪对顾客进行体温

监测。进入市场后，随处可见写有

各类防疫标语的红色标识牌，告知

顾客市场的消杀情况和注意事项。

维持市场秩序的志愿者分散在各个

角落，时刻提醒顾客戴好口罩、保持

距离。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前来市

场采购的顾客明显减少，各摊位与

之前相比冷清了些。在顾客较少的

时段，两名工作人员会对市场进行

常态化消杀，每天5到6次，并在闭

市后开展预防性消毒。针对较为封

闭的室内场所，市场已经开启所有

的天窗和卷帘门，加强空气流通，严

防交叉感染。

市场商户利用降价甩卖的方式

吸引顾客驻足选购。记者在多个摊

位看到，各类商品供货充足，豆角、

土豆、西红柿、黄瓜等应季蔬菜一应

俱全，整体价格与疫情之前基本持

平，只有部分菜品价格略有上涨。

在肉禽蛋奶的销售区域，随处可见

写有“鹏程冷鲜肉”的绿色挂牌，告

知顾客生鲜商品的供货渠道。目

前，市场内销售生鲜肉类的商户仅

剩30余家，再加上前来采购的顾客

数量减少，整个销售区域略显冷清，

但供货量可保证市民日常需求。

一位顾客说：“市场的防护措施

做的比较好，而且菜价平稳，有些蔬

菜的价格甚至比以前还要便宜一些，我

有需要都从这里买菜，吃着也放心。”

作为我区最大的农贸市场，双

峪菜市场已在第一时间完成全员排

查和样本采集工作。截至目前，双

峪菜市场已在专业团队的协助下完

成两次全场消杀，660余家商户的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据了解，自6月14日起，双峪菜

市场每天在区商务局的协调下，从

大洋路、锦绣大地批发市场采购近

20吨果蔬产品，同时采取基地自采

的方式，让百姓吃上新鲜菜、放心

菜。此外，菜市场还与鹏程食品公

司进行“场厂挂钩”，将经过检疫检

测后的生鲜商品分给各商户销售，

确保食品安全。

斋堂镇立足做好“两山”理论守

护人，以“红色门头沟”党建为引领，

落实“七边三化四美”要求，通过“五

个强化”，完善机制，落实责任，广泛

动员，细化监督，扎实深入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全力推动全镇村庄

清洁常态化。

牵住“牛鼻子”，强化组织领导，

确保责任落实到位。成立工作组，统

筹调度。成立由镇党政主要领导为

组长的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统筹

推进全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定

期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动员部署、问题

整改、自查自纠。签下“军令状”，压

实责任。镇党委书记与30个村（居）

党支部书记签订责任书，明确任务和

标准，压实压紧主体责任，并将整治

成效纳入村级绩效考核。建立明细

账，从严考核。建立村居环境月度

例会制度，通过对问题台账、台账整

改、工作参与等情况考核打分，每月

对村居环境卫生工作进行排名，并

张贴公示前5名和后5名。

吹响“集结哨”，强化宣传引导，

确保整治深入人心。立体化宣传引

导。充分利用各类会议、宣传标语、

公开信等形式做好宣传发动引导，

开展“门头沟热心人”志愿服务、环

境清洁日等主题活动。全方位协调

推进。建立环境联系员微信工作

群，定期上报工作进展，协调解决难

点问题，将人居环境整治向纵深处、

细微处和薄弱处推进。

打好“主动仗”，强化党建引领，

集中力量攻坚克难。组建“督查

队”。镇党委书记担任一线总指挥，

确保问题台账100%整改到位。划

好“责任田”。将责任落实到包片副

职、包村科长，制定“共产党员卫生

责任区”，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快速消除村民“观望”情绪，带动集

中整治活动全面深入开展。啃掉

“硬骨头”。作为第一负责人，各村

党支部书记、主任聚焦难点问题，全

程紧盯现场，以“钉钉子”精神逐个

攻坚克难，保障整治效果。

仔细“过筛子”，强化整改落实，

确保整治取得实效。明确检查重点

解难题。镇党政主要领导带队，每

周深入大街小巷检查，了解工作进

展，查看整改情况，就发现的重点问

题和不足，现场提出解决办法。坚

持问题导向“促整改”。结合第三方

核查发现问题，村“两委”拉网式排

查潜在问题，认真查漏补缺，举一反

三，自查自纠，做到细节不疏漏。采

取试点先行“趟路子”。在垃圾治理

方面，选取白虎头等6个村开展“垃

圾不落地”垃圾分类

试点，总结推广整治

经验和管理模式。开

展 服 务 活 动“清台

账”。通过组织环境清

洁日、大手牵小手等主题活动开展捡

拾烟头、绿化带清理等专项整治，对标

对表，逐一清理区、镇环境卫生台账。

筑牢“制度墙”，强化资金保障，

建立长效运行机制。用好政策服务

包。积极落实管护经费保障机制，

用好用足美丽乡村基础设施管护政

策，及时拨付资金，支持村庄保洁、

路灯管护、公厕卫生、村庄绿化、垃

圾分类等长效管护。织密管护监督

网。不断完善和有效落实“五有”基

础设施管护长效机制，细化管护人

员、责任片区、管护时间、管护频次、

考核机制等，同时，实行网格化监督

考核，保障长效管护机制落地落实。

斋堂镇、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耿伟 刘鹏）
近日，区应急管理局对门城地区

加油站进行安全检查,进一步强

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

危化行业的安全监管力度，督促

企业落实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措施。

执法人员重点对各加油站

安全管理台账建立、消防设施维

护、油罐区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

严格检查，认真查看了加油机是

否维护到位，消防器材是否齐全

有效，工作人员安全操作规程是

否符合规定。要求各加油站要

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健全相关制度，加大安全投

入，完善防护设施，强化员工培

训，提高安全意识，加大自检自

查工作力度，对存在问题及时整

改，坚决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确保地区安全稳定。

在强化安全生产检查的同

时，执法人员对各加油站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监督，并将安全生产责任险疫情

防控物资发放给已投保的加油

站点，要求各加油站严格落实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提高员工

安全防范意识，确保加油站运行

安全。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区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区城管委

开展“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京

西老兵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用生动

有趣的方式为志愿者们详细讲解

垃圾分类知识，大家还一同前往

北涧沟社区，通过“垃圾分类我知

道”的问答形式，为居民现场指导

如何正确分类投放垃圾。

一位京西老兵志愿服务队志

愿者说：“我会和大家一起行动起

来，从源头上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把自己家的垃圾分类做好，为保

护环境出一份力。”

据了解，京西老兵志愿服务

队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搭建的

退役军人参与全区“六城联创”

的一个重要平台，区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负责人王兵说：“京西老

兵志愿服务队的各分队骨干，会

把本次志愿服务的培训内容带

给各村和各社区，带领退役军人

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激励退

役军人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活动

当中来。”

近日，市民反映大台街道桃

园社区东桃园河道杂草丛生、淤

泥沉积，强降雨时雨水逼近漫水

桥，希望尽快进行清理。

大台街道接诉后，平安办工

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核查，

市民反映的河道是清水涧沟，西

起千军台，东至落坡岭，是大台

地区重要排洪沟渠，东桃园位于

该排洪沟中下游位置，漫水桥和

部分河段存在垃圾、杂物堆积、

排水不畅的情况，大台街道组织

抢险施工队对桃园段进行了全

面清理。

为确保汛期

安全，进一步改善

水域环境，不断提

高环境卫生整体状况，大台地区

防汛抗旱指挥部将按照《门头沟

区河长制工作方案》的要求，发

挥河长制在防汛工作中的作用，

统一明确河道、水库、塘坝等管

理范围和防汛工作职责，并加强

与区级河长制办公室的工作联

动，充分发挥各级河长、水管员

在防汛值守督导、河道清障督

查、水毁工程修复协调、隐患排

查、预警预报、抢险转移等工作

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河长在防

汛抗旱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提

高基层水务管理服务水平，逐步

完善河长制在保障基层水务建

设管理和防汛抗旱工作中的长

效机制。同时，将对辖区内河

道、水渠等进行全面摸排，集中

对河道漂浮物、河内淤泥及两岸

杂草进行全面清理，确保汛期排

水畅通，提高防汛、防洪能力。

另外，将继续加强日常巡查力

度，并积极引导群众爱护河流，

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和责任意识，

通过综合整治和强力监管，改善

河道水质及周边生态环境，给百

姓营造一个“水清、河畅、景美”

的生活环境，促进地区经济社会

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安全平稳

度过汛期。

近日，潭柘寺镇平原村的市民反映，由于大

风天气，自家房顶被门口大树的树枝砸到，查看

时发现还有一较粗的树杈已经枯死，希望相关

部门协助修剪，消除安全隐患。

潭柘寺镇接诉后，镇林业站工作人员进行

现场核查，“吹哨”区公路分局进行处理。由于

修剪树枝需协调升降车，占用机动车道，为避免

周末车多造成交通堵塞，定于工作日进行处

置。两日后，区公路分局调用一辆大型升降作

业车及其他两辆作业车辆，并安排10名工作人

员，对树枝进行修剪，期间在道路上设置路障，

并由专人负责交通疏导工作。经过2小时的作

业，树枝被修剪完毕并完成清运。下一步，潭柘

寺镇林业站将会同区公路分局加强对主干道两

侧行道树日常巡护工作。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

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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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姓吃上新鲜菜放心菜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潭柘寺镇 98.1 1

龙泉镇 97.8 2

城子街道 97.3 3

永定镇 96.8 4

东辛房街道 96.5 5

军庄镇 96 6

大峪街道 95.7 7

其他地区

大台街道 98.4 1

妙峰山镇 98.1 2

清水镇 96.8 3

雁翅镇 96.2 4

王平镇 96 5

斋堂镇 95.2 6

城子村强化防控措施
24小时严防严控

本报讯（记者张修钰闫吉）北
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
应级别由三级调至二级后，龙泉
镇城子村也相应调整防控策略，
严格执行“测温、查证、验码、登
记”四项措施，增加值守人员，确
保24小时严防严控。

城子村值守人员全天24小
时不间断值守，每6小时一轮换，
对进入小区的快递、外卖人员统
一采取出示北京健康宝，并进行
测温登记。没有出入证的人员必
须登记才能进入小区。

城子村的村民非常支持值守
人员的工作，积极配合各项防控

措施的落实。进出小区自觉戴口
罩，做到出门勤洗手、在家勤通
风。

此外，城子村还强化宣传引
导，张贴疫情防控通知，村干部采
取入户形式进行摸排。同时，安
排保洁人员对公共空间进行每日
两次消杀作业，全力守住村民的
健康防线。

城子村党总支书记周德来向
记者介绍：“城子村现在实行定岗
定责，划分责任区，每人看护一幢
楼，楼房内的保洁工作、消杀工作
做到每天两次，确保疫情期间小
区内的人员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