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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直机关工委 21.67

2 区委教工委 13.10

3 区委卫生健康工委 7.50

4 区国资委党委 3.71

5 区委石龙工委 3.93

6 区公安分局党委 5.24

7 区委大峪街道工委 27.15

8 区委城子街道工委 8.95

9 区委东辛房街道工委 7.07

10 区委大台街道工委 1.98

11 潭柘寺镇党委 5.52

12 永定镇党委 15.21

13 龙泉镇党委 9.80

14 军庄镇党委 3.56

15 妙峰山镇党委 4.23

16 王平镇党委 3.46

17 雁翅镇党委 11.23

18 斋堂镇党委 9.09

19 清水镇党委 8.77

合计 1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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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食品专项检查

参加市级演练训练参加市级演练训练 提升综合救援能力提升综合救援能力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固
体饮料、压片糖果、代用茶等食
品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主要针对辖区的
小作坊、药店、食杂店、便利店等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通过企业自
查、现场检查、成品自检、食品快
检等方式，重点检查食品标签、
食品销售宣传、药店及食品销售
主体的相关销售行为，严查未取
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超出许
可范围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备案的
特殊食品；生产经营非法添加非
食品原料、非食用物质、药品和
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
食品；食品标签、说明书明示或

暗示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及保健
功能，利用包括广告、会议、讲
座、健康咨询在内的任何方式对
食品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将普
通食品与特殊食品进行混放销
售、以普通食品冒充特殊食品销
售等违规销售行为。

生产经营企业已经全面启
动自查，区市场监管局抽查各类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8户，行政
提示2户，暂未发现虚假宣传、标
识不清、非法添加等行为。下一
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广泛延伸监管触
角，构建社会共治格局，织密织
牢食品安全防护网。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
日前，我区第一批无障碍改造点
位已全部进入施工整改阶段，工
程建设完成后，将极大提升我区
无障碍环境，为百姓生活提供更
多便利。

这两天，黑山公园有了新变
化，在公园门口的左侧，新增设
的无障碍坡道，为老年人和残疾
人的进出提供了极大便利。工
作人员按照有关标准，合理设计
了坡道的坡度和长度，并加装了
扶手，最大限度保证了安全使用。

记者从区无障碍设施环境
建设专项行动领导小组了解到，
我区《2019—2021 年无障碍环
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首批346
个无障碍改造点位已全部进入
施工建设阶段，工程点位包含城
市道路、公共交通、公共服务场
所和信息交流4大重点领域，其

中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无障碍大
综窗”、潭柘新区的无障碍坡道
以及门城地区公交车站盲道增
铺等多个点位，已改造完毕并投
入使用。

据了解，无障碍环境建设工
作已被列入2020年区政府为民
办实事项目。目前，已核查确定
了119个第二批拟改造点位，并
将加大对门城地区银行网点、商
场和超市等便民服务场所无障碍
设施状况的排查，补齐无障碍设
施短板，营造良好的无障碍环境。

区无障碍专项工作组副主
任高增龙说：“我们还将组织有
关专家组加强现场指导，组织监
督员队伍进行实地核验，组织残
障人士现场体验，确保把无障碍
环境建设这一民生工程办好办
实，为提高我区的城市建设水平，
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贡献力量。”

补齐无障碍设施短板
营造良好无障碍环境

我区“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圆满结束
接收善款首次突破接收善款首次突破170170万元万元

本报讯(记者 耿伟 通讯员 陈永 姚鸿月）记
者从区慈善协会了解到，今年，我区广大党员、入
党积极分子、爱心群众积极参与“共产党员献爱
心”捐款活动，区慈善协会共接收来自全区223家
单位的27100名党员、3355名群众捐赠的爱心款
1711666.6元。与2019年同比增长48.2%，为我
区开展全年慈善救助项目打下坚实基础。

为了更好地做好2020年“共产党员献爱心”
捐献活动，我区坚持以“红色门头沟”党建为引
领，围绕“全面小康、与爱同行”主题，将“共产党
员献爱心”捐献活动纳入党内重要政治活动之
中，列入“主题党日”重要内容，区委组织部会同
区委宣传部、区慈善协会制发了捐献活动方案并

进行了专项通知。为了在疫情期间做到捐献活
动和抗疫工作两不误，区委组织部积极与镇街、
系统党（工）委进行线上沟通，对捐款工作进行专
题部署。捐献活动启动以来，全区广大党员、入
党积极分子、爱心群众积极参与，慷慨解囊，彰显
了红色门头沟温度和速度。

捐献活动启动以来，组织方及时搜集掌握典
型案例，发挥榜样力量，强化典型带动，通过市区
媒体广泛宣传，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如对东辛房
街道石门营六区党员杨立行“退休不褪色，离岗
不离党”捐赠善款10000元的先进事迹在《北京
日报》、区属媒体进行了报道，在社会各界反响热
烈。区慈善协会先后编发《门头沟区“共产党员
献爱心”捐献活动情况快报》13期，积极宣传捐献
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入党积
极分子、爱心群众进一步加深对慈善事业的认
识，激发参与各类慈善事业的热情。

各基层党组织周密安排，全面动员，将工作
精神传达到每一个支部、每一名党员，结合疫情
防控工作安排，按照相关防控措施要求，合理设
置捐款点位，组织好集中捐献活动，善款金额较
2019年明显增长，其中增加50%以上的党（工）委
有雁翅镇党委捐款增加164.9%，区委石龙工委增
加144.1%，区委大峪街道工委、永定镇党委增加
92%，潭柘寺镇党委增加81.6%，充分发挥了党组
织战斗堡垒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体现了京西革
命老区人民乐于助人、大爱无私的优良品质。

作为此次活动的善款接收单位，区慈善协会
周密安排，每天严格对固定接收捐赠点进行通风
消毒，确保接收和捐款人员的安全，并专门协调
对口银行做好善款的接收、汇总工作，同时开设
了“共产党员献爱心”专门窗口和财务专用账号，
做到每一笔捐款准确无误，公开透明。为了把捐
献工作做得更到位，区慈善协会还指定专人负责
活动数据的统计上报、信息宣传、捐赠登记等工

作，每天按时汇总数据上报市慈善协会和区委组
织部。7月15日，2020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款
明细已在门头沟区慈善协会官方网站（http://
www.bjmtgcs.org.cn/）等平台上进行了公示。

区慈善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每位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爱心群众的捐款数目不尽相
同，但是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对弱
势群体的关爱却是一样的厚重。下一步，区慈善
协将按照《2020年门头沟区慈善项目》计划，依法
合规地实施“真情温暖夕阳”“困难党员救助”等
慈善项目，切实发挥募集善款的最大作用，为我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促进地区慈善事业健康发
展、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7
月 16 日，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在
永 定 河 莲 石 湖 水 域 开 展 2020 年
防汛应急救援综合实战演练。区
消 防 救 援 支 队 作 为 演 练 队 伍 之
一，与其他 8 个区的多支救援队
伍 共 同 参 加 实 战 演 练 ，以 演 促
训 、以练促战，切实提高水上救
援能力，为首都安全度汛做好充
分准备。

演练中，区消防救援支队结合
汛情实际和实战需求，按照指挥部
命令，进行游船倾覆事故救援实战
演练。消防指战员们反应迅速，动
作敏捷，圆满完成救援演练任务，
充分展现出我区防汛应急救援力
量的处置能力和救援水平。

本次演练模拟灾情设置最复
杂、演练科目最广泛、展示技术最
全面，内容包括抢滩救援、水面横
渡、水面机器人救援等多种水域救
援领域“黑科技”演练科目，同时增
加了直升机水上救援和城市内涝

紧急排水等新的演练科目。
据了解，我区共有 2 个消防救

援站、23 名消防指战员和 3 艘冲锋
舟参加本次演练活动。

区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邱
华说：“通过参加市级水域救援演
练，进一步提高了我区消防救援支
队水域救援能力，熟练掌握了操舟

技术和各类水域救援方法，同时也
加强了与其它区消防救援支队之
间的沟通交流和协同联动，为我区
安全度汛提供了有力保障。”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
近日，区体育局联合区卫生健康
监督所对全区所有申请复工游
泳场馆进行检查，针对疫情防控
和各类安全隐患方面加大排查
力度，全力保障顾客安全。

检查人员对游池内水质进
行了快速检测，通过专业仪器设
备，对水中部分化学元素和浑浊
度进行了分析，要求游泳场馆每
天按时给泳池补水、公示水质自
测结果，并记录水质调节药剂的
使用情况。游泳场馆水质在确

保符合国家卫生相关标准要求
前提下，方可恢复开放运营。

据了解，申请复工游泳场馆
必须执行进店测温和登记制度，
严格落实好场馆内人数限流措
施，对公共区域要做到每日不少
于两次消毒，同时，企业负责人
要制定好详细的防疫防控工作
方案和各类安全应急预案，最大
程度减少交叉感染风险，确保顾
客进店安全。

目前，全区4家申请复工的
游泳场馆已全部通过检查。

联合检查游泳场所
全力保障顾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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