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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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0% 0 -
2 城子街道 100% 1 100%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0 - 0 -
4 大台街道 100% 0 - 2 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5 100% 3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 1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 2 0%
8 军庄镇 100% 100% 0 - 3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 6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4 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 5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4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 2 0%
全区合计 100% 100% 9 100% 32 65%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2020年7月1日 星期三

■ 本版编辑/李继颖 ■ 美编/潘洁2 综合

6月份第四周(6.22-6.28）河长制基本情况

环境整治在行动 绿水青山入画来

区科信局提升科技技术 推动特色农业创新发展

北京市门头沟区三家店传统村落文化发展协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1110109MJ0297536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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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协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烈强 联系电话：13901033720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文明农村人居环境

王平镇努力实现河道水环境的持续改善

龙泉镇
“深查细照”推进问题整改

本报讯（记者 高晴）永定河流

域随着黄河水的抵达，再现永定河

水出西山、清水绿岸的自然山水风

貌。流淌的河水冲刷着永定河王平

段原本干涸的河道，如今这里已呈

现出碧波荡漾的美景。

在岸边，昔日私搭乱建、堆物堆

料的现象已不复存在。水更清了，

鱼虾多起来了，环境更美了，鸟儿飞

回来了，人居环境更好了。

其实，河道周边能有今天的景

象，还得从生态补水开始之前说

起。在这之前，王平镇就紧紧围绕

绿色发展理念，以打造水清岸绿景

美的水环境为出发点，多措并举，通

过组织水务、城管等多部门开展联

合执法，对安家庄村三道河承包地

内的私搭乱建、堆物堆料、私挖鱼塘

进行了彻底整治。通过综合整治，

不仅改善了河段内河水的质量，周

边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明显的

提升。

永定河生态补水工作开展以

后，王平段水流量增大、水位上涨

很快，冲到下游河道的杂物也明显

增多，这些杂物不仅影响着水质，

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为此，

该镇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组织各村居的党员、群众、志愿者、

巡河员等力量，每日对河道、沟道

的水面漂浮物及周边垃圾进行清

理，保障了流经王平段河水水质不

受污染。

据工作人员介绍，近一段时间

以来，王平镇共清理各类垃圾 8

吨。清除阻水障碍物600立方米，

清理涉河围垦5000平方米。切实

维护了河道周边环境，确保巡防管

控工作有序进行。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

化，来我区旅游赏景的游客不断增

多，为了保障游客游玩时的安全，王

平镇的工作人员在河道沿岸搭建了

3000余米长的铁丝网，封堵了下河

口20余处，并且安排了巡河员、志

愿者等力量来劝阻游人下河戏水，

同时还组织了相关部门对无照经

营、非法捕鱼等违法行为进行联合

执法检查，确保王平镇域的水域环

境不受破坏。

加强河道整治，落实河长制就

显得尤为重要。在河长的检查督促

下，每条河流有了“当家人”，责任更

加明确。在河道整治工作中，王平

镇结合河长制巡查，加大河道监管

力度，力求通过从“河长”制实现河

“长治”。

王平镇河道整治只是我区生态

环境建设中的一个缩影，我区其他

沿河镇街在河道整治工作上都不断

努力探索新的管护方式，努力实现

河道水环境的持续改善。力促在生

态建设上提质，山下增绿、碧水更

清、天空更蓝、环境更美、百姓更富。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2018
年，区科信局在王平镇开发实验种

植基地并进行杨梅引种栽培。目

前，经过3年引种实验，解决了杨梅

带果移栽的关键技术问题，为我区

特色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与创新发

展奠定了基础。

在王平镇下安路的科技开发实

验基地里，200株杨梅树经过3年的

水肥管理、修剪和促花保果等技术

集成，目前，果树已实现连续结果。

据工作人员介绍，从2018年开始引

种栽培至今，基地通过安装实施连

栋温室智能灌溉系统、加湿喷雾系

统和室外防水夜视高清网络摄像机

等智能化生态技术手段，将杨梅果

树的成活率由86.4%提升至100%，

实现了“南果北引”的实验成功。

区科信局技术人员喻泓说：“利

用设施农业，来模拟南方比较湿润

的生长环境。杨梅原本生长的土壤

是偏酸性的，我们通过技术手段，进

行土壤调配，增加了种植基地里土

壤的PH值，让杨梅果在生长过程中

积累更多的糖分和养分。”

今年区科信局通过实施农业高

科技示范园土地租赁与特色农产品

引种示范项目，在军庄镇孟悟村南生

态园租赁310亩京白梨果园地。通

过拓展农村创新创业、成果展示示

范、科技转化推广和职业农民培训的

方式，打造高标准、智能化、三产高度

融合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升级样板。

区科信局副局长高同雨说：“下

一步，我们将通过杨梅整个技术的

推广来吸引更多社会投资，推动我

区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带动农业

产业的发展。同时，继续推动打造

富民增收的百果山和服务民宿+，为

市民提供高质量果品。”

6月24日，清水镇首辆道路清

扫车投入使用并在上清水、下清水

村主干道上开始进行清扫作业，崭

新的清扫车运行在109国道清水段

上成为一道靓丽风景线，成为清水

镇主次干道清扫的得力“助手”。

据了解，今年以来，清水镇结合

美丽乡村建设及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在镇域部分村试点实施了以村

党支部为主导的农村物业化托管新

模式。此次引进的道路清扫车，便

是用于清扫镇域中心20公里范围

内主次干道及街坊路。清扫车集清

扫、冲洗、回收功能于一体，具有速

度快、扬尘少、能耗低、安全性能高

的特点，在清扫作业时，车身会同时

启动转刷、洒水、吸尘系统，采取边

扫边吸的方式清洁路面，能轻松将

落叶、浮土、泥沙等路面垃圾吸入车

内，从而有效控制扬尘，提升环卫保

洁能力。

据保洁员朱敬辉介绍：“这辆清

扫车驾驶简单、操作便捷，大大提升

了道路清扫能力，以后无论严寒酷

暑，有了它都不怕。”清扫车除了应

用于马路、公园以外，也将用于村庄

街头巷尾，比起大型的汽油型清扫

车，这种电动扫地机更适合狭窄、人

流量密集的公共场所。投入使用后

不仅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

了保洁质量、提升了工作效率，同时

也为全镇进一步做好环卫工作、改

善人居环境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奠

定了良好基础。

下一步，清水镇将根据全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求，落实好

全镇的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践行好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良性运行机

制。在保证本村村民

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合

理配置村内现有保洁

人员，打造一支红色引领、队伍专

业、管理规范、运行有序的村级保洁

队伍。同时结合垃圾分类工作，持

续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自

觉维护和参与环境保护的责任意

识，引导和培育村民养成绿色消费、

绿色生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清水镇、农业农村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近日，

龙泉镇结合辖区部分社区、村“创

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深查细

照”推进问题整改。

一是补短板。召开镇、村居

两级部署会，针对重难点问题，统

筹开展城乡结合部和农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30天会战、社区环境

秩序大整治30天会战。开展私

搭乱建拆除、乱堆乱放清理、楼道

清理、停车秩序整治、垃圾分类提

升五大行动，集中力量补短板，促

提升。

二是强督办。用好“一村居

一本账”制度 和督察约谈机制，

按点位、分重点进行全方位排查

指导和督促。对落实整改不到位

的镇村两级干部进行督察约谈。

定期召开会议会商，开展拉练检

查，进一步压实责任。

三是常态推。完善常态长效

创建机制。整合辖区力量，围绕垃

圾分类、文明条例宣传、村居协商

自治等方面，以旧物置换、文明家

庭评选、积分兑换等形式，发动党

员、志愿者对堆物堆料、小广告、垃

圾桶满冒等问题进行常态化巡查、

整改、保持，巩固提升创建成果。

本报讯(记者闫吉张修钰）近
年来，校园欺凌、家庭暴力等涉未

成年人人身权益的事件时常登上热

搜榜，针对这些典型案件，近日，区

法院举办涉未成年人人身权益保护

典型案例线上新闻通报会，并通过

新浪微博、微信群进行直播。

通报会上，法官介绍了近5

年来，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情况、

特点以及区法院采取的特色工作

机制。随后，通报了6起涉未成

年人人身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

以案释法，向全社会展现法律对

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益的犯罪一

定严惩不贷、对保护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不遗余力的决心，以此进

一步增强全社会对未成年人人身

安全问题和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工作的关心与重视。

区法院民一庭法官王丽娟向

记者介绍：“区法院未来将加大与

学校相关的司法机关，政法单位

的协调力度，通过法治课或者通

过签一些共建协议的方式，用各

种各样的方式去提升孩子们自我

保护的能力和意识。”

为适应“一年两次征兵”改革

及大学毕业生兵员征集比例提高

的新要求，切实提高兵员征集和

输送质量，结合今年疫情防控常

态化防控实际，我区在全区推开

精准征兵新举措。

区征兵办通过梳理近5年从

本区考入大学的在校生和毕业生

的基本信息。按属地管理原则，

对本镇、街道辖区内在校和毕业

大学生逐一了解参军意愿，逐人

进行宣传发动，逐个搞好筛查考

核，点对点、面对面地做好工作，

推动精准征兵工作落到实处。

抓住大学未复学的契机，对

下发的大学生名单，发动村居逐人

沟通联系，逐人了解参军意向，挂

帐销号不落一人。重点做好大学

毕业生、参军意向不明确人员、拟

从所在高校入伍人员的工作，最

大限度地动员在本区报名参军。

此外，对有参军意向或意向

不够明确的，镇、村两级指定专人

登门宣传征兵政策，搞好思想发

动，并初步考察了解家庭和个人

基本情况，鼓励有参军意向人员

报名参军，基本做到应报尽报。

期间，区征兵办将对各单位落实

情况组织抽查检查。

同时，结合新兵家访，区、镇

（街道）两级对预征对象逐户考察

入伍动机、专业素质及个人意愿

等情况，对接部队征兵需求，在精

准考核并为明年两次征兵适当储

备部分兵员的基础上，努力实现

兵员的精准输送，全面提升兵员

征集的质量效益。

区人武部/提供

区法院通报典型案例
保护未成年人人身权益

我区探索
开展新时代兵员精准征集工作清水镇道路清扫作业车投入使用

（上接第1版）
我区农村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读

书活动中收获启示，乡村面貌焕然
一新。清水镇洪水口村曾是无人问
津的偏远穷山村。村党支部组织党
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联系眼前这
座北京第一高峰灵山独有的生态资
源，吃“生态饭”的致富思路愈加清
晰。洪水口村将险村搬迁改造与发
展乡村旅游结合起来，经过两年多
实践，全村都住上了二层小楼，端起
了精品民宿旅游的“绿饭碗”，被评
为“北京市最美乡村”“中国最美休
闲乡村”，村人均收入位于全区前
列。

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的华丽转
型、洪水口村实现脱贫致富的嬗变
充分证明，只有熟练掌握运用马克
思主义思想精髓，才能把发展的命
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培养敢于攻坚克难的思维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我区在基层单位开展当代
马克思主义读书活动的目的，就是
要让更多人学会运用辩证、联系、发
展的观点，正视复杂问题，解决现实
难题。

遭遇技术壁垒、资金掣肘、研发

人员匮乏，是众多初创企业不可回
避的关口。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工
委指导企业结合工作实际开展读书
活动，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攻坚
克难的思想力量。

北京迈迪培尔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注于生物医学教育与科研服
务的企业。2018年因发展缓慢，两
名核心成员相继离职，团队士气低
迷。园区工委了解情况后，组织企
业员工开展了一场以“相信‘相信的
力量’”为主题的读书活动。活动从
马克思主义最初在欧洲遭受打击、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遭遇艰险说
起，讲到中国共产党人虽屡经磨难
但初心不改，最终走向胜利彼岸。
员工们感叹，企业创业又何尝不是
如此，唯有信念坚定了，才有可能从
发展困境中走出来。员工们再度燃
起创业激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公
司成功研发出受到国内用户体验好
评的人工智能翻译系统，全国30多
万生物医学科研工作者因此受益。

2018年8月，北京夏禾科技有
限公司党支部，同样紧紧围绕企业
实际，举办了一场以“科技创新”为
主题的读书会。“实践反复告诉我
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
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

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
他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在
交流中被党员们反复引用，面对元
器件采购遭国外企业断供的现实，
党员们更加坚定了实现关键技术自
主可控的发展目标。2019年以来，
公司陆续获批了40余项专利，多项
工艺得到优化，人力和生产成本下
降30%。

经过当代马克思主义读书活动
的熏陶，基层党员群众的理论素养
明显提升，他们不仅能够较好地掌握
认识分析问题的正确方法，应对现实
矛盾的解题能力也得到有效锻炼。

搭建传播创新理论的大众平台

我区在基层单位创设马克思主
义读书会，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理论成果，读书会会员用所学
所获来感染身边人，最大限度地形成
思想共识，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总
部位于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2018
年，企业党委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读
书会。考虑到企业员工多为青年
人，读书会活动便通过具象还原马
克思的学习、生活、理论创造和交友
等细节，拉近了员工与马克思的距

离，通过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激发了年轻员工的干事热
情。在总部取得良好学习效果的基
础上，党委迅速在全国各省（市、自
治区）140家分支机构中推广，通过
微信群、“学习强国”APP线上集体
学，在微信公众号、企业网站、朋友
圈里分享读书心得，逐渐形成了企
业自己的读书会品牌。

当代马克思主义读书活动影响
和带动更多群众了解马克思主义、
学习马克思主义。东辛房街道石门
营新区五区是棚改安置社区，社区
党支部在开展读书活动时，主动把
涉及民生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和
党的创新理论编成顺口溜、大白话，
用身边的生活实例和通俗易懂的语
言，向社区百姓传播。在浓烈学习
氛围的影响下，社区里围观下棋、打
麻将的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围在一
起读报纸、讨论党的好政策的温馨
场景，2019年该社区被评为北京市

“阅读示范社区”。
用马克思主义指引大众，凝聚

人心，积聚力量，是基层思想理论武
装工作前进的方向。我区当代马克
思主义读书活动的生动实践，为推
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坚实的
群众基础。

我区部分菜市场
开展全面病毒消杀作业

本报讯（记者姚宝良）近日，在
我区双峪菜市场内，由蓝天救援队
组成的专业消杀队，对市场内的每
一个角落进行了彻底消杀。

据龙泉镇负责人介绍：按照
区委、区政府的防疫要求，龙泉
镇政府组织专业团队对双峪菜
市场进行大规模彻底消杀，确保
市场环境及销售人员防疫安全，
保障周边群众在日常购买商品
时的环境及人身安全。

双峪菜市场负责人介绍：
“我们市场严格按照区里和镇里
的相关要求，组织市场内所有的
经营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每
天安排专业人员对市场进行定
时消毒，特别是对生鲜大厅的地
面、台面和排水的地方进行重点
消毒。每天协调蓝天救援队在

市场闭市以后进行彻底消杀，保
证市场经营安全。另外，我们精
心挑选蔬菜、果品和生鲜的进货
源头，严把质量关、价格关，确保
群众能买到放心菜和低价菜。”

又讯（记者马燊）近日，区商投
公司鑫源市场协调门头沟蓝天救
援队专业消杀队伍，在闭市期对
市场进行全面、无死角病毒消杀，
保障市场经营、购物环境安全。

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头沟蓝
天救援队的队员，身穿防护服、手
持专业消毒设备，对鑫源市场生
鲜区域、店面区域和蔬菜经营区
域进行了高频次、全覆盖的病毒
消杀作业，除了经营摊位表面，消
毒人员还对垃圾桶内部、摊位内
部等死角进行了深度消毒，确保
市场各个角落均无遗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