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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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子街道 矿桥东街社区 100 1

2 东辛房街道 河南街社区 100 1

3 东辛房街道 矿建街社区 100 1

4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五区 100 1

5 龙泉镇 中门寺南坡二区 100 1

6 城子街道 东七社区 99.5 2

7 大台街道 木城涧社区 99.5 3

8 大台街道 桃园社区 99.5 3

9 永定镇 小园一区社区 99 4

10 龙泉镇 峪新社区 9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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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峰山镇 黄台村 100 1

2 潭柘寺镇 贾沟村 100 1

3 潭柘寺镇 王坡村 100 1

4 潭柘寺镇 赵家台村 100 1

5 雁翅镇 大村 100 1

6 军庄镇 新村 99.5 2

7 雁翅镇 珠窝村 99.5 2

8 军庄镇 东杨坨村 99.5 3

9 雁翅镇 芹峪村 99.5 3

10 清水镇 艾峪村 99.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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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平镇 河北社区 97 42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2 大峪街道 龙山三区社区 97 43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标识未更新

3 大峪街道 新桥社区 96.5 44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设施脏污

4 大峪街道 增产路社区 96.5 45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标识未更新

5 军庄镇 惠通新苑社区 96.5 46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容器标识未更新、设施破损、大
类分流站点无围挡

6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四区 96 47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脏乱

7 王平镇 惠和新苑社区 96 48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8 永定镇 曹各庄新二区 96.5 49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无大类分流站点、容器标识不规

范

9 龙泉镇 东南街社区 94.5 50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垃圾满冒、无大类分流站点

10 大峪街道 惠民家园社区 92.5 51 区领导检查未达标、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标识未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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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监管局
推广新版“北京健康宝”

多部门联合开展景区防汛应急演练多部门联合开展景区防汛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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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至7月10日，共对13个属地单位所辖的共51个社区、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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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共检查 736 处点位，发现 7 类问题共计 221 处，问题发生率

30.03%，其中：51个社区共115处问题，47个村共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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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垃圾分类不
纯净以及站点周边堆物堆料和环境卫生脏乱等，占问题总量的79.64%。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不断科
学化、智能化、精准化，“北京健
康宝”3.0版本已正式发布，新增
了“本人信息扫码登记”功能，可
实现扫码人员电子登记，显著提
高工作效率，区市场监管局以农
贸市场、商场超市、餐饮单位、食
杂店等人员密集场所为重点，多
举措助力各经营单位实现“查看
验码”。

在日常监督检查过程中，执
法人员向各不同类型的经营单
位发放对应防控指引以及消杀
指引，指导企业做好疫情防控以

及经营场所的消杀工作。同时，
协助商户打印纸质“北京健康
宝”3.0，张贴至门口醒目位置。

为提高工作效率，区市场监
管局利用不同类型经营单位的
微信群，对企业开展集中指导培
训。考虑到部分商户年龄较大，
采用“大会议室开小会”的模式
减少人员聚集。截至目前，已开
展8批次指导培训会。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不
断优化更新工作方法，高效率做
好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屈媛 何依锋）
近日，大峪街道对葡东社区内的
道路进行重新铺设。平整的路
面不仅方便了居民出行，还提升
了社区的整体形象。社区以更
加整洁、优美的环境面貌，助力
我区“创城”迎检工作。

走进葡东社区，以前坑洼不
平的路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干净、整洁、平坦的柏油路面。
社区居民王俊清告诉记者：“以
前这里的路坑坑洼洼，地砖有高
有低，雨天就更不方便了，一踩
就一脚水。现在好了，新的柏油
马路又宽又平，我们心里别提多
高兴了。”

据了解，葡东社区属于是我
区的老旧小区之一，基础设施相

对薄弱。大峪街道结合“接诉即
办”和“创城”攻坚，出资200余
万元，对葡东社区内9000平方
米的破损路面进行了重新铺设
硬化，方便居民出行。

葡东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刘生芝介绍：“下一步，社区
将对新修缮的路面进行车位施
划，并且启用停车管理系统，规
范社区停车。此外，社区还将进
行辅路修整，绿化补种等工作，
全力提升群众的生活环境，提高
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目前，大峪街道已对辖区内
中门花园、葡东、龙坡社区的路
面进行了硬化，硬化总面积达到
12100平方米，有效解决了居民
出行不便等问题。

社区实施道路硬化
解决居民出行问题城子街道推出“社区盾”应用小程序

用科技手段助力“创城”和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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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晴）在我区“红
色党建”引领下，城子街道创新社区
管理方式，利用科技手段，在辖区内
推出了“社区盾”应用小程序。经过
一段时间探索与实践，这个小程序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的工作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社区盾”从3月21号第一代静
态电子出入证诞生，到现在变成一
个集多个功能为一体的综合管理系
统。它的投入使用让居民享受更多
生活便利，而且它还为社区综合治
理提供一种新模式。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期间，这种新模式不仅让人感
觉有“人情味儿”，还彰显出“科技范
儿”。

记者来到龙门三区门口看到，
居民通过“刷脸”、测温进入社区。
针对未能识别的非社区居民，志愿
者会主动上前做好详细的询问和登
记，在测量体温合格后，才能允许其
进入社区。

居委会工作人员说：“居民在
‘社区盾’小程序上注册，我们后端
就会审核信息，审核完之后居民每
次就可以‘刷脸’进来了，外人根本
进不来。这样就形成一个社区封闭
式管理，既节省了人力，又提升了社
区居民的安全感。”

居民对“社区盾”也非常满意，

一位居民说：“有了‘社区盾’之后，
直接‘刷脸’就能快速通过，不会造
成聚集，社区安全了，出行也方便
了。”

“社区盾”对社区志愿者身份类
别以“盾卡”区分，注册时可以根据
志愿者自身情况，选择红盾（党员）、
安盾（网格员）、心盾（公益志愿者）、
坚盾（治安志愿者）、绿盾（垃圾分类
志愿者）。

“您是什么盾?”这句话现在变
成了城子街道各个社区的一句流行
语。其实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其
背后担负着守护社区的一份责任。

赵兵是七棵树西街社区一名垃

圾分类指导员，今年5月，他注册成
为一名“绿盾”志愿者。此后，他每
天在家里通过手机和垃圾站的双向
语音摄像头，就可随时指导社区内
居民正确投放垃圾。

赵兵说：“以前，我每天站在桶
站旁边指导居民垃圾分类，但是我
也不可能 24小时都在，现在有了

‘社区盾’，我就能随时随地对居民
进行远程指导。对于我们来说真的
特别方便。”

据了解，“盾眼”可通过“社区
盾”基础数据的比对算法确认身
份。“绿盾”志愿者可通过“盾眼”在
远程辨识居民身份，并主动联系居

民提供垃圾分类指导与提示。同
时，垃圾分类指导员也可远程与居
民进行面对面对话。

台莹莹是桥东街社区的一名网
格员，也是一名“安盾”志愿者。有
了“社区盾”之后，她可以随时随地
拍摄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并上传到

“社区盾”。“‘社区盾’给我最大的一
个感受就是省时又高效，它可以真
正实现‘未诉先办’。”台莹莹说。

居委会接收到网格员报送的问
题信息后，会及时进行处理，处理后
填写结果并反馈。“安盾”志愿者手
机端可查询处理进度。从而实现问
题早发现、矛盾先化解的闭环治理
路径。

通过这段时间的试点运行，辖
区内各个社区的居民对“社区盾”小
程序的信赖感和满意度不断提高，
志愿者的注册数量也显著增长，通
过“随手拍”上报的“创城”和“未诉
先办”事件超过了120件，并且“盾
眼”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应用，作为

“创新”举措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
认可。

城子街道工委副书记高金红
说：“下一步，城子街道将紧紧围绕
市区工作重点，以高效、融合的理
念，继续在社会治理信息化方面尝
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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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
日前，斋堂镇联合区文旅局、区地方
海事处和门头沟蓝天救援队，在双
龙峡景区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提高
汛期应急处置能力。

上午 10时，演练正式开始。模
拟景区遭遇特大暴雨，山洪即将爆
发。景区撤离路线被山体落石阻
断，逃生步道局部塌陷，导致部分受
伤游客被困。

地质灾害发生后，景区第一时
间向各单位通报情况并疏散转移游
客。在清幽湖区域，景区安保人员
在门头沟蓝天救援队的协助下，利
用广播等方式提醒乘船游客尽快撤
离，并安排专人维持沿线秩序。

针对游客受伤和下撤被阻的突
发状况，蓝天救援队组织医疗应急
组在停车场对各类受伤游客进行现
场伤情处置，并及时联系斋堂医院

转移伤者。同时，组织绳索救援组
将被困游客通过绳索从玉龙湖坝上
转移到安全地带。

门头沟蓝天救援队队长潘龙
说：“通过演练不仅提高了队员之间
的配合度，也提升了景区工作人员
的应急处置能力。此外，我们为防

汛工作一直备勤，当应急任务到来
之后，我们会及时、有力的应对。”

本次演练参与人员达 55 人,
整个过程模拟真实状态，有效检验
了防汛预案的可操作性，提高了抢
险队伍和景区的实战能力，为扎实
做好主汛期防汛减灾工作奠定了

基础。
双龙峡景区负责人说:“工作人

员学到了很多救援的知识，我们已
经在重点的岗位上安排了人员值
守，如果遇到突发的状况，我们会
及时做出救援，确保每一个游客的
安全。”

本报讯（记者 马燊）近期，区
社区服务中心联合北京盛世康
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免费为大
峪街道、东辛房街道和龙泉镇的
7个社区办公场所及防控值守
点，提供消杀防疫志愿服务，为
社区工作人员和防疫志愿者提
供安全保障。

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手持
专业消杀设备，对各社区办公场

所和公共区域进行了全面消
杀。据统计，在这次活动中累计
消毒面积达3000平方米。

据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区民政局将继续积
极动员企业担负起社会责任，进
一步提高消毒工作的覆盖面，努
力为更多社区工作者和防疫志
愿者提供安全保障，为我区防疫
工作贡献更多力量。

战“疫”有我 志愿服务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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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潭柘寺镇 桑峪村 97 38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容器标识不规范、垃圾

满冒

2 军庄镇 灰峪村 96 39
容器标识不规范、垃圾满冒、厨余垃圾分类不
纯净

3 斋堂镇 东斋堂村 96 40 垃圾满冒、建筑垃圾乱堆放、容器标识不规范

4 清水镇 塔河村 96 41 分类站点设施不规范、周边建筑垃圾堆放

5 潭柘寺镇 草甸水村 96 42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分类站点设施不规范

6 潭柘寺镇 平原村 96 43
分类站点设施不规范、站点堆物堆料、厨余垃
圾分类不纯净

7 斋堂镇 法城村 95.5 44 容器标识不规范、建筑垃圾乱堆放

8 斋堂镇 爨底下村 95.5 45 建筑垃圾乱堆放、设施脏污、站点无公示栏

9 斋堂镇 柏峪村 93.5 46
公示牌不规范、容器标识不规范、建筑垃圾乱
堆放、站点无公示栏

10 斋堂镇 黄岭西村 92.5 47 无公示牌、容器标识不规范、建筑垃圾乱堆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