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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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台社区 100 1

2 大台街道 灰地社区 100 1

3 大台街道 双红社区 100 1

4 大峪街道 龙山二区 100 1

5 龙泉镇 峪新社区 100 1

6 王平镇 西苑社区 100 1

7 城子街道 东七社区 100 1

8 城子街道 广场社区 100 1

9 城子街道 矿桥东街社区 100 1

10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一区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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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悟村 100 1

2 王平镇 东王平村 100 1

3 王平镇 河北村 100 1

4 王平镇 南港村 100 1

5 王平镇 色树坟村 100 1

6 王平镇 西落坡村 100 1

7 妙峰山镇 炭厂村 100 1

8 潭柘寺镇 赵家台村 100 1

9 斋堂镇 青龙涧村 100 1

10 清水镇 龙王村 99.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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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辛房街道 滑石道社区 96 47 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周边堆物堆料

2 城子街道 西宁路社区 96 48 站点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3333 东辛房街道 北涧沟社区 95 49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

4 龙泉镇 东南街社区 95 50
站点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大类分流站
点无围挡

5 城子街道 城子大街社区 95 51 无公示牌

6 大峪街道 增产路东区社区 94 52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公示牌不规范

7 永定镇 梧桐苑社区 93 53 站点容器设置和标识不规范、垃圾满冒、公示牌不规范

8 大峪街道 新桥西区社区 91 54
容器标识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
垃圾满冒、无公示牌

9 大峪街道 惠民家园社区 89 55 区领导检查不达标、站点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站点周边脏乱

10 永定镇 迎辉北苑 86.5 56
区领导检查不达标、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大类分流站点无围
挡、无公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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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监管局
拉练式检查助力“创城”

潭柘寺镇南辛房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全新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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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至6月26日，对13个属地单位所辖的共56个社区、48个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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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检查727处点位，发现7类问题共计230处，问题发生率31.64%；其

中：56个社区共150处问题，48个村共80处问题。主要问题为分类容器设
施的设置和容器标识不规范、未正确分类投放、大类分流站点未按规定设置
围挡以及站点周边堆物堆料和环境卫生脏乱等，占问题总量的88.69%。

为进一步净化市场环境，严
厉打击侵权和违法广告，近日，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拉练式检查，
提升市场主体知识产权意识，为

“创城”营造良好环境和氛围。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西乐宝

商贸有限公司、同仁堂善和医药
有限公司大峪药店、国泰银安百
货有限公司、京烟卷烟零售连锁
有限公司门头沟一店等经营主
体，询问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严
查侵权商品和违法广告。一是
查看食品、保健食品销售主体有
无发布虚假违法广告和商标侵
权行为，重点关注广告内容中是
否存在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等宣

传内容，是否存在销售侵权食品
行为；二是检查清真食品经营主
体的牌匾和广告内容，不得含有
违规标识；三是查验口罩等防疫
物资商品经营主体进货凭证和
台账，确保防疫物资进货渠道正
规；四是围绕烟草、白酒、服装等
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重点
商品，着重检查主体经营资质、
进货渠道、授权委托等内容，防
止出现侵权违法行为；五是检查
门前“三包”、制度上墙、垃圾分
类、“限塑令”等落实情况，要求
企业对照“创城”标准，打造良好
市场形象。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6月
29日，潭柘寺镇南辛房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全新亮相。

整合后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分为学习教育、志愿风采、
未成年人等主题区域，配备茶
几、桌椅，提供无线网络，可供
村民读书看报、谈心谈话，以及
开展学习教育和文化娱乐活
动等。

为体现实践站的多功能性，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使用了可活
动的桌椅，方便学习、活动等不
同需求使用，同时还专门设置未
成年人区域，方便儿童画画、代
管学生写作业等。

目前，南辛房村现有在册志
愿者96人，服务内容包括宣传
教育、慰问走访、便民服务、爱心
理发、关爱未成年人等，形成了
以党建为引领，以新时代文明实
践为主阵地，以党员志愿服务队
及女子志愿服务队为主力的志
愿服务体系。

下一步，南辛房村将按照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标准，继续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开展群众喜
闻乐见的实践活动。在服务群
众中教育群众、关心群众，使文
明实践站成为凝聚群众、服务群
众的温馨家园，以实际行动发挥
实践站的大作为。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近日，
雁翅镇结合辖区部分社区、村

“创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全力
推进问题整改。

一是勇于亮剑“动真格”。
约谈排名落后村的负责人，分析
问题查找原因，制定整改方案，
直面村庄存在的乱扔垃圾、乱
堆乱放等环境脏乱问题，集中
力量逐一进行整改。目前已整
改问题80余处，清理垃圾杂物
15吨。

二是自我加压“强督导”。

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带领 24
个包村组开展“创城”拉练“周检
查”，专项督查乱扔垃圾、杂物乱
堆乱放、私搭乱建、卫生死角等
环境整治不到位问题，目前已完
成督查整改 58 处。

三是鞭策前行“抓改进”。
各村“两委”班子划片定责，责任
落实到人，并将“创城”迎检冲刺
工作纳入村居年度重点任务考
核体系。同时，充分发挥党员、

“门头沟热心人”志愿者作用，对
村庄进行巡视管护。

雁翅镇
全力推进“创城”问题整改

区科信局助力我区打造富民增收“百果山”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引种引种107107个农业新品种个农业新品种

表4：村居组周评比后10名统计表

本报讯(记者 陈凯）区科信局坚
决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打造“绿水
青山门头沟”城市品牌的战略定位，
加快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坚持“绿色
发展、生态富民”，不断提高区域农
业科技创新能力。

自2018年以来，实施科技示范
项目25项，投入科技资金1007.94
万元，着重引进与改良果树、蔬菜、花
卉及茶叶等新品种107个，累计示范
种植超千亩，引进与提升生态农业和
特色农产品绿色生产关键技术，改善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服务“民宿+”，有
效助力我区建设富民增收“百果山”。

区科信局通过农业新品种引进
项目的实施，推动农业产业技术升
级，培育区域农业优势产业，增强农
业竞争优势。重点引进了杨梅、奇
异果、油蟠桃、中华甜樱、树莓、鸡心
果、藜麦、米拉洋芋等新品种。在茶

类培育研发方面，主要引进了武夷
山大红袍，驯化本地岩青兰，研发黄
芩红茶、岩青兰茶等茶类新产品；在

丰富药用保健植物方面，主要引进
了抗癌蔬菜、药用白芍、霍山米斛、
鲜食大果枸杞、食用百合、黑果花楸

等新品种；在观赏植物景观提升方
面，主要引进了唐菖蒲、观赏白芍、
凌霄花等新品种；在本地品种引种
改良方面，主要驯化本地野生猕猴
桃、苹果、京白梨、杏、欧李、文冠果
等品种。

区科信局通过探索发展新思
路，加快构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
求的农业产业技术支撑、农技推广
服务和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大大丰
富了“百果山”的建设内涵，为助力
休闲采摘观光服务“民宿+”提供了
很好的承载平台，促进农业转型升
级和农民增收致富，辐射带动8个
镇街19个行政村实现产业发展，11
个低收入村实现脱低，通过科技手
段坚决打赢低收入精准帮扶攻坚
战，以“讲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
神，当好“两山”理论守护人。

杨铮/摄

加强专项执法检查加强专项执法检查 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位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近日，

区城管执法局结合“创城”工作要
求，对全区“三类场所”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情况进行再监督、再检查，
要求各企业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全力确保公共场所安全稳定。

记者跟随大峪街道城管执法
队来到中昂时代广场，经检查，商
户在入口显眼处都设立了体温检
测台，并要求进入人员提供健康
码信息。执法人员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对企业疫情防控措施进行检
查，重点查看餐饮企业消毒记录
和垃圾清运记录，并要求相关负
责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立即整
改。

据了解，大峪街道辖区共有
297 家“三类场所”，大峪街道城管
执法队按照相关要求，对各复工
企业进行摸排。督促企业严格规
范管控流程，做好消毒与通风工
作，加强员工健康监测与日常防
护。截至目前，已完成第一次摸
排，正在进行第二次排查，共检查
复工企业 500余家次。

大峪街道城管执法队队长吕
建东说：“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将
进行第二轮全覆盖检查。对个别
商户屡次出现问题反弹的情况会
加大检查力度。同时，启动公示
制度，确保辖区内疫情防控工作
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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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苇子水村 98 39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2 清水镇 齐家庄村 98 40 站点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站点周围脏乱

3 清水镇 双塘涧村 98 41 站点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4 清水镇 胜利村 98 42 站点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

5 妙峰山镇 下苇甸村 98 43 站点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

6 斋堂镇 西斋堂村 98 44 公示牌不规范

7 雁翅镇 田庄村 97 45 站点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8 清水镇 杜家庄村 97 46
站点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
周边脏乱

9 雁翅镇 泗家水村 96.5 48
站点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垃圾
满冒

10 斋堂镇 桑峪村 96 49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堆物堆料且环境脏乱

“““““““““““““““““““““““““““““““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创城”””””””””””””””””””””””””””””””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冲刺 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

小举动小举动 大文明大文明 ““创城创城””理念深入人心理念深入人心
本报讯（记者 马燊 安振宇

郭映虹）随着我区“创城”工作的
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文明行为
出现在我们身边。机动车礼让
斑马线，一个小小的举动，却彰
显了尊重与文明。

新桥大街是我区的城市主
干道，每到下班高峰期，穿行的
市民都非常多，而这个过街路口
因为交通规划，未设置交通信号
灯。在以往，常常会有人车抢行
的情况出现，危险系数极大。

近年来，我区大力开展“创
城”工作，依靠宣传引导，全方位
提高市民文明水平。现在，在这
些斑马线上，我们常常都能看到
机动车主动停车挥手为行人让

行的画面，行人也大多向司机点
头示意，表示感谢。

文明出行的成果不仅仅表
现在这一方面。当前，行人闯红
灯过马路的现象也大大减少，记
者在大峪十字路口看到，在公共
文明引导员的指引下，市民们基
本上能够身体力行的践行文明，
等待绿灯亮起才过马路。有个
别市民没有注意到信号灯情况，
在文明引导员的提醒下，也能够
及时改正。

“虽然还有个别不文明现象出
现，但是大多数市民都能够按照信
号灯过马路，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
市民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安
全出行。”文明引导员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