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委第一巡察组 区市场监管局
2020年7月8日至8月21日         

（工作日9：00—12：00，13:30—17:30）
69865784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邮编：102300，区委第一巡察组收
d1xcz@bjmtg.gov.cn

区委第二巡察组
区采空棚户区  

改造建设中心

2020年7月6日至8月21日         

（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69829613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邮编：102300，区委第二巡察组收
d2xcz@bjmtg.gov.cn

区委第三巡察组 区审计局
2020年7月8日至8月21日         

（工作日9：30—11：00，14:00—17:00）
69843411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邮编：102300，区委第三巡察组收
d3xcz@bjmtg.gov.cn

区委第四巡察组 区财政局
2020年7月7日至8月21日         

（工作日9：00—11：30，14:00—17:30）
69861197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邮编：102300，区委第四巡察组收
d4xcz@bjmtg.gov.cn

区委第五巡察组

区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局

区政务服务局

2020年7月9日至8

组别组别组别组别 巡察地区巡察地区巡察地区巡察地区、、、、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受理信访时间受理信访时间受理信访时间受理信访时间 信访电话信访电话信访电话信访电话 通信地址及邮编通信地址及邮编通信地址及邮编通信地址及邮编 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

月21日         

（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69861697 

69858018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邮编：102300，区委第五巡察组收
d5xcz@bjmtg.gov.cn

区委第六巡察组
区国资委    

区工商业联合会

2020年7月6日至8月21日         

（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61807593 

69822878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邮编：102300，区委第六巡察组收
mtgxcb5@bjmt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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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各镇街全力以赴做好“创城”迎检工作

开展防汛实战演练
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永定镇做好疫情防控
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区商务局督导快递行业从业人员进行快件消杀

规范市民文明停车
区城管委补划非机动车停车区域

十二届门头沟区委
第十轮巡察公布信访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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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综合报道 连日来，

我区各镇街不断探索“创城”工作长

效机制，切实实现“创城”工作全覆

盖，全力以赴做好“创城”迎检工作。

斋堂镇党委召开全镇“创城”迎

检工作推进会议，传达了我区“创

城”擂台赛精神，要求在擂台赛排名

后20位的村“两委”在2日内召开村

级分析会。成立镇级“创城”督导

组。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实施30

个村（居）包片包户制，保证专人专

管。对于“创城”普通台账做到1天

之内整改完毕，难点台账依托“吹哨

报到”制度，通过镇村会商，确保7

日之内整改完毕。全镇通过微信公

众号、发放宣传材料、电子屏的形式

进行“创城”迎检宣传。并发放“讲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40套，“文明

健康 有你有我”公益广告100张，

“创城”折页摆放1000余份，标语横

幅60余张。成立“创城”巡查督导

组，镇党委、政府“一把手”带队一周

一巡查，班子成员两天一巡查，设置

“创城”综合巡查队，制定“日巡查、

日整改、日反馈”机制。6-7月共开

展镇主要领导带队的联合巡查 6

次，清理环境台账275处。

妙峰山镇充分发挥红色先锋

队的模范作用和党员的核心作用，

合力开展“创城”工作。组织各村

负责人进行“创城”迎检再动员再

部署，镇党政班子成员带队开展

“创城”自查，27个包村科长带领包

村成员下沉督导问题整改，每日汇

报整改进度。严格按照2020年文

明城区测评指标体系要求，对17个

村及镇域内施工项目进行全面摸

排。截至目前，新增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易拉宝21组、更换“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海报340张、增设“文

明健康 有你有我”公益海报60张、

调整硬质横幅12组。斜河涧村利

用过去煤场空地，打造留白增绿项

目，建成12.53亩绿化公园，种植花

草；聚焦垃圾杂物乱堆乱放、张贴小

广告等问题，由镇环境办和城管执法

队联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集中清理

主干道路、背街小巷、健身广场等地

杂物10余吨、清理小广告80余处、规

范“门前三包”16家。

军庄镇聚焦“创城”难点、痛点

问题，“巡查、自查、检查”三措并举，

全镇各部门、村居联动，开展6轮全

镇域摸排自查。成立巡查小组，不

定期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辖区

内11个村居实地走访，检查“创城”

迎检工作。突出村居“创城”主体责

任，各包村居组、各村居“两委”严格

落实自查机制，对道路环境卫生、楼

道堆物堆料及店铺门前三包等情况

严格排查。精准对标《军庄镇创城

迎检测评体系》，细化任务到科室，

成立动态检查组，对全镇“创城”推

进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

军庄镇建立快速反应机制。

将前期摸排出447处问题，全部“清

零”。此外，号召全镇各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积极推动“创城”工

作，带动群众参与志愿服务，切实

形成党组织引领、党员先行、全民

参与的工作格局。将原有破损的

“创城”条幅、各类公益广告展板全

部换新的基础上，新张贴各类公益

广告600余张、标语条幅303块、同

时发放《市民文明手册》等宣传材

料10000余份。围绕“见缝插绿 点

亮军庄”“防疫有我 爱卫同行 戮力

创城”“周末大扫除”“文明楼门”等

主题发布志愿服务项目，700余名志

愿者、楼门长，对卫生死角、楼道堆物

堆料等问题进行清理，共清理63.15

吨垃圾。

潭柘寺镇结合“文明促进周”行

动，组织志愿服务队伍培训。在全

镇设立18处“学雷锋志愿服务岗”，

统一配备便民服务箱、绶带、服务项

目牌等岗位必需品，以“文明有礼、

友善相助”的精神风貌迎接检查。

开展“创城”档案专项督查，按照“五

查五看”的标准，全面检查7个文化

室、1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18个

学雷锋志愿服务岗工作档案，确保

档案规范完整，形成工作闭环。各

村居和8个职能组对照2020年指

标体系，全面开展自查工作。以区

创城办督查为契机，全面模拟迎检

测评，现场发现问题，迅速召开总结

会议，针对指标薄弱环节，及时提出

整改措施，加速问题整改。

此外，结合宣传践行《市民文明

手册》内容，组织全镇15支志愿服

务队伍开展活动，集中清理各社区、

村楼道内杂物、烟头、小广告等卫生

死角，累计300余人参与活动。按照

往年迎检经验，结合新的点位要求，

制定镇级迎检方案。对责任区域、责

任分工进行细化，梳理压实迎检期间

车辆疏导、垃圾桶前指导、环境卫生

保洁以及志愿服务站点责任。

大峪街道结合“创城”指标体系

和近期擂台赛结果，对涉及路面坑

洼不平、破损社区开展全面硬化改

造。目前，中门花园、葡东、龙坡社

区路面硬化12100平方米，有效避

免群众出行受伤几率，大大提升群

众小区生活幸福感。高家园街巷两

侧停车严重，为提升群众出行畅通

感受，优化街面环境秩序，在高家

园、中门花园、南街物美东侧路、桃

园路等街巷设置防违停黄色金属杆

101组，施划停车位50个，改善峪

园、南路二、新桥南大街、桃园、中门

花园等社区的周边停车、出行现

状。同时，加大绿化投资力度，对龙

山三区社区绿化带进行大面积提升

改造，以大麦草等植物进行大面积

铺设，改善小区枯枝、死树、黄草等

现状；惠民家园社区修整绿化带

3800平方米，硬化路面2000平方

米，私占绿化带种菜问题得到彻底

整治。

东辛房街道严格按照区创城总

指挥部相关要求，结合区、街道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社区对标对表，做好

自查工作，机关干部全员下沉社区，

指导和督促问题整改。截至目前，

已经自查发现环境类问题296个，

主动完成整改296个，排查116栋

楼发现巡检记录不完整等316项漏

洞，当即责令整改并发放告知书22

份。将“创城”任务和社区点位分

解，网格到人、责任到人，实施每名

社区干部包干每栋楼，以及每名机

关干部包干每栋楼即双包干。充分

发动街道下沉干部、社区干部、楼门

长等骨干作用，每天巡查所包干楼

道内堆物堆料等环境情况，确保问

题及时整改不反弹。同时，将《市民

文明手册》摆放在志愿者服务站等

点位，方便居民自取。在小区出入

口等显著位置悬挂标语横幅，做好

宣传告知，实施敲门入户告知，营造

浓厚的迎检氛围。截至目前，共制

作标语横幅220块，张贴公益海报

2000 份，发放《市民文明手册》

25000余册。

本报讯（记者 闫吉）日前，区商务局工作人员

分别到顺丰速运和韵达快递门头沟分部，指导快递

从业人员做好消杀工作，确保快递运输全流程安全

有序。

在顺丰速运门头沟分部，工作人员就消毒液的

配比，消杀人员的防护及消毒规范登记等方面做了

详细的说明。随后,对公共区域、快递运输车辆和快

件收寄、分拣、投递等各个环节进行了消杀演示。

在韵达快递门头沟分部，工作人员检查了消杀

工作落实情况和防疫物资配发情况,现场向责任人

询问和指导了快递、货运交通工具的消杀流程,并要

求物流快递公司做好快递员工及其他工作人员健康

监测和个人防护。

韵达快递门头沟分部负责人介绍：“我们有专

门的消杀人员，每天定时定点进行大面积消毒。”

区商务局工作人员表示，区商务局将继续对我

区的快递企业进行不定期的督促指导，对于督导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立即要求企业立行立改。同时，也

会第一时间将市区两级关于疫情防控和消杀的会议

精神和文件要求及时传达给企业。

根据区委巡察工作统一部署，

经区委授权，区委6个巡察组于近

日分别进驻区市场监管局、区采空

棚户区改造建设中心、区审计局、区

财政局、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局、区政务服务局、区国资委、区工

商业联合会8家单位党组织开展常

规巡察。

巡察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四个意

识”为政治标杆，聚焦基层贯彻落实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

之风，聚焦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组

织力欠缺问题，紧扣“六项纪律”，紧

盯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精神落

实情况，紧盯“四风”方面突出问题，

紧盯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重点关

注中央、市委、区委决策部署落实情

况，特别是紧盯在疫情防控、低收入

精准帮扶和对口帮扶、扫黑除恶、农

地非农化、六城联创、疏解整治促提

升、深化机构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接诉即办”等重点工作和重要部署

中履行职责使命的情况，推动巡视巡

察、审计监督、专项治理、专项检查指

出的问题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查摆的问题的整改落实。

驻点巡察时间为2020年 7月

上旬至2020年9月，45个工作日左

右。巡察期间，巡察组畅通信访渠

道，设置值班电话和电子邮箱，主要

受理反映被巡察单位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下一级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

位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主要

受理关于违反“六项纪律”等方面的

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

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

察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本报讯（记者 马燊 安振宇
郭映虹）近日，区城管委对我区主

要街道破损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

进行补划工作，保证市民使用非机

动车出行时，有位可停，有处可放。

记者在承泽苑路两侧步道上

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出现老化、

破损的非机动车停车线进行补划。

区城管委工作人员宋浩介绍：

“施划非机动车停车位主要是为了

方便居民出行，让居民养成文明停

放的好习惯，减少乱停乱放现象的

发生，让步道更加整洁有序，创造

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

记者走访发现，我区主要大

街上，人行区域与非机动车停车

区域整齐划分，道路显得格外宽

敞、通畅。

自 6月 1日起，我区实施《北

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后，文明

行为愈加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

人也在潜移默化中，身体力行践

行着文明举措。当绿色出行遇上

文明停放，是环保与文明的又一

次结合，也是体现我区城市秩序

的又一窗口。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
近日，永定镇通过采购遮阳棚、

发放防暑降温物资等方式，为各村

居卡口值守人员送去清凉，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记者在永定镇石厂村看到，

志愿者们正在蓝色遮阳棚下进行

值守，旁边的临时值守岗亭里，新

安装的空调和电扇，能为大家在

炎热天气里带来一份清凉，镇村

工作人员也将多种避暑降温物资

送到志愿者的手中。

一位志愿者说：“现在安装了

遮阳棚和空调，既能避暑又能避

雨，换班儿的时候还可以去屋里

凉快一会儿，感觉值守起来更有

劲儿了。”

永定镇工作人员表示，该镇

为所有的值守人员采购了防暑降

温药品和花露水，接下来会根据

汛期天气情况合理调整值守时

间，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据了解，为做好防疫物资保

障工作，入夏以来，永定镇采购并

发放各类防疫物资。同时，结合

各村居实际情况，联系相关企业定

期采购食品和防暑降温用品，为值

守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帮助他

们全力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当

中。截至目前，共设立27个临时

值守岗亭，发放103顶遮阳棚，13

把遮阳伞和580盒藿香正气水。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
近日，区消防救援支队在莲石湖水

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通过模拟汛

期可能遇到的救援场景，提升队伍

的实战水平和救援能力。

演练模拟我区遭遇特大暴雨，

永定河流域水位急剧上升，水流湍

急，导致群众被困。在接到群众求

救信号后，区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行

动，携带救援设备火速赶往现场进

行救援。消防指战员乘坐冲锋舟

到达群众被困地点，利用漂浮绳和

救生圈，将落水者和被困者成功救

出并转移至安全区域。通过实战

演练，进一步提高了救援队伍的快

速反应和应急救援能力。

区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邱

华说：“目前，我们集结了5个消防

救援站、142名消防指战员和27部

消防救援车辆，同时组建了30人的

防汛抢险救援突击队，确保一旦发

生突发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处置，为

我区的安全度汛做好充分准备。”

下一步，区消防救援支队还将

根据我区实际情况，围绕重点区

域、重点流域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

练，切实提高救援人员的应急处置

能力，同时强化防汛物资储备，时

刻保持临战状态，全力确保我区安

全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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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鹏）近日，

区水务局河湖管护中心工作人员

对我区城市景观河道中大量堆积

的水藻和漂浮物进行打捞清理，

维护河道整洁靓丽的水域景观。

记者在黑河沟看到，河湖管

护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利用铁丝

钩，对露出河面的水藻进行打捞，

同时清除河道中的垃圾杂物和积

淤的腐败水藻。据工作人员介

绍，夏季气温逐渐升高，河道内水

位、水流量较低，水藻滋生速度加

快，水面极易被水藻覆盖，容易造

成垃圾等漂浮物的堆积，污染水

质。河湖管护中心会定期组织人

员对我区城市河道进行清理管

护，保障河道生态环境，为市民营

造良好的休闲环境。

区水务局河湖管护中心张宾

说：“由于夏季是水藻的生长繁殖

期。我们针对黑河沟增派工作人

员使用水草船、水草绳进行清理

打捞工作，以确保河湖的水质和

生态环境。”

清理河道水藻 保障河湖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