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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峪街道 100% 村级河长 
巡河率考核
不包含社区
级河长

0 - 0 -
2 城子街道 100% 0 -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1 100% 0 -
4 大台街道 100% 0 - 2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0 - 1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 0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2 100% 2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0 - 1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4 100% 3 66%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2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 5 83%
12 斋堂镇 100% 100% 1 100% 1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 2 0%
全区合计 100% 100% 8 100% 19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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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第四周(7.20-7.26）河长制基本情况

保障汛期群众人身安全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妙峰山镇陈家庄村探索厨余垃圾处理新模式

7月份第4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文明农村人居环境

大台街道扎实做好避险转移安置点建设
对口帮扶“云授课”
打开致富新思路

格桑花竞相绽放
军庄镇提升环境面貌为百姓营造舒适环境

我区作家4篇散文入选教育部

统编版中小学
语文教材主题阅读初中版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发展旅游产业 打造美丽乡村

本报讯（记者屈媛何依锋）进入

汛期以来，大台街道全力做好防汛

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对各社区的

避险转移安置点进行了优化升级，

在做好防汛物资储备的同时还备足

了疫情防控物品，为社区居民避险

安置做好准备工作，确保居民汛期

人身财产安全。

木城涧矿体育馆是木城涧社区

最大的一处避险转移安置点。400

余平方米的大厅里整齐地摆放着20

张安置床位。由于今年疫情的原

因，安置点内除了水、食品等日常物

资外，还增加了口罩、消毒液等个人

防护用品。此外，液化气灶台、空调

等设备和卫生间等设施也是一应俱

全，基本保障了避险群众的日常生

活所需。

“避险转移现在已经是一个常

态化了，像去年，我们转移了 5、6

次，一遇到大暴雨，社区喇叭就开始

播放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居民就知

道是怎么回事了，直接就到转移避

险点去。”木城涧社区主任李莲香

说。

记者了解到，木城涧社区由于

基础设施落后，一旦发生地质灾害

或暴雨，社区内的29处危房就会面

临被冲毁或倒塌的风险，极易造成

人员伤亡。为此，社区充分发挥“五

户联治+平安户长”自主管理模式，

组织“平安户长”开展防汛巡视，盯

紧风险点、风险人、风险事，发动群

众守望互助，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

态。

木城涧社区平安户长李瑞军

说：“进入汛期之后，我都及时关注

雨情变化，及时通知大家避险，注意

安全。我也是想为居民们干点儿

事，为社区多做贡献。”

据了解，大台地区目前有地灾

隐患点 16处，共计影响 46户，96

人。其中，木城涧社区有3处塌陷

地灾隐患，共影响8户15人。

大台街道平安办科长郭章峰

说：“今年的避险转移过程当中，由

于受疫情影响，我们把以前的避险

点由1个分为了3个，在避险床位的

分配上，也是一人对一床，每个人都

是固定的床位，日常也会做好避险

点的消杀。其次，做好群众的培训

和应急队伍的管理，以备在汛期真

正能拉之能战，战之能胜，确保地区

百姓人身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皓）连日来，军庄镇统筹人居环

境，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着力解决村居道路硬化和环境面貌提

升等突出问题，提升市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军庄镇灰峪路口两旁，寓意“幸福”的格桑花竞相绽放，粉的、

白的、玫红的，开得一簇簇一片片，色彩绚丽、婀娜多姿，形成一片绚

烂的花海。鲜艳的格桑花，让夏日里的村庄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村民说：“以前这儿乱七八糟的，这一种上花就看着漂亮多

了，晚上带着孩子出来遛遛弯儿，心情非常好。”

除了种植鲜花外，军庄村“两委”还将村内的排洪沟进行清

理整修，确保行洪畅通，保障汛期安全。

军庄村村干部黄井仁说：“种植格桑花大约有上千平方米，

修建供村民娱乐休闲的场所共3900平方米，每天有专人进行道

路打扫，对花草进行养护，全力提升人居环境。”

据了解，军庄镇共补植补种道路沿线绿植23000余株，栽种

格桑花 13150株，修建 109国道西侧、皂角树公园、灰峪村路口

公园、建设东杨坨村休闲广场23720余平方米，新修停车位860
个，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环境面貌。

军庄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杨成说：“我们在前期拆违基础上，

见缝插绿，栽花栽草，给老百姓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居住环境。”

为提升农村地区生活垃圾的减

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水平，我区大

力推进农村地区垃圾分类工作，积

极探索村庄生活垃圾科学治理新模

式。妙峰山镇陈家庄村“蚯蚓养殖”

处理厨余垃圾项目就是其中一个比

较有代表性的范例。

陈家庄村蚯蚓养殖场占地面积

1900平方米，堆料场200平方米，

发酵池两个，粉碎机两台，工作人员

4人。共养殖蚯蚓1.5吨，每年可处

理农业废弃物2000吨，厨余垃圾

500吨。目前，陈家庄村绿色蚯蚓

养殖场厨余垃圾、农业废弃物收集、

消纳能力已经覆盖妙峰山镇全域，

实现了厨余垃圾、农业废弃物垃圾

处理不出镇，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蚯蚓的整个生长过程，都以

经过物理过程处理后的腐烂发酵

的有机质为食，包括秸秆、树枝树

叶、杂草以及厨余垃圾等。通过

该项目实施，既可以消纳农业废

弃物、厨余垃圾，也为村民创收提

供了渠道。2017 年，陈家庄村意

识到蚯蚓养殖是一个符合农村特

点的绿色养殖项目，具有投资小，

无污染，成本低的特点。于是利

用村北侧的一处废弃矿山，建设

了第一期蚯蚓养殖场，2018 年完

成并正式投产。初期，建设蚯蚓

场的目的就是拉动村里的绿色产

业，解决村民就业。之后，陈家庄

村于 2019 年又完成了蚯蚓场的

二期建设，在扩大了养殖规模的

同时，对提高垃圾处理能力方面

进行了积极探索。陈家庄村书记

陈小年经多方咨询、多次尝试后

发现，厨余垃圾和秸秆掺在一起

对于蚯蚓来说营养价值更高，更

利于蚯蚓的快速生长繁殖，也促

进了消纳能力飞跃性的提高。

2020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开

始实施，妙峰山镇以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为契机，大力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科学有效处理厨余垃圾。

每日全镇17个村有近1.5吨的厨余

垃圾运送到蚯蚓养殖场进行消纳，

在经过10天左右时间的发酵后，可

以变成蚯蚓的饲料，之后又由蚯蚓

粪转化成有机肥，如此形成一个绿

色产业闭环。蚯蚓场养殖的蚯蚓均

为药用蚯蚓，其本身具有较高的医

用价值，市场价在每吨2.5万元左

右。另外蚯蚓的粪便还是天然的有

机肥，目前肥料的市场价在每吨

700元左右。因此，在整个养殖过

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绿色、环保、

有价值的。与此同时，蚯蚓养

殖场作为低收入帮扶项目，已

帮助陈家庄村解决了一部分村

民的就业问题，为低收入户脱

贫提供了有力保障，可谓一举多得。

近期，为解决发酵池发酵厨余

垃圾周期长、气味刺鼻难闻等问题，

进一步提高处理能力，陈家庄村又

引进了一套新处理设备，厨余垃圾

从直接倒入设备、搅拌、发酵到最后

完成仅需24小时，全程无味、无渗

漏，高效又环保，一次性可处理厨余

垃圾3吨，完全可以满足目前全镇

每天的厨余垃圾消纳工作。

陈家庄村的创新模式，是我区

落实“两山”理论的生动实践，也是

探索绿色产业兴村富民可持续发展

的优秀范本，为我区逐步实现生活

垃圾分类收运、科学处理做出了有

益的探索。

妙峰山镇、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虹）
近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采用线上直播“云授课”的方式,

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进行的创业

致富带头人进行交流。在为期3

天的首期课程中，共有50多名神

农架林区致富带头人参与学习。

记者了解到，神农架林区是

我区帮扶工作的对口协作地。首

期“云授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结合神农架林区当地的资

源禀赋，邀请专家围绕乡村振兴

及美丽乡村规划、果树栽培、驻村

扶贫经验分享等方面内容，为致

富带头人提供培训。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

组书记、局长贾莉莉介绍：“创业致

富带头人是拉动老乡增收的‘火车

头’，是激活当地经济的‘催化剂’，

是脱贫攻坚工作中的‘输血站’。

希望通过本次培训，帮助创业致

富带头人更新知识、打开思路、带

动当地更多贫困户脱贫。”

今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区人保局积极开拓思维，一改

往年邀请行业致富带头人到京参

训的帮扶措施，创新开拓线上教

学模式，保证“疫情再难，帮扶工

作不能停”，高质量开展同对口帮

扶地区，创业致富带头人“云授

课”工作。

“云授课”让当地的致富带头

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增收

新思路，拓展致富新视野。下一

步，区人保局还将根据疫情形势，

待条件允许后，利用市区优质农

业资源和优秀师资，开展线下培

训工作。计划在7月底前，逐期

同对口帮扶地武川县、察右后旗、

涿鹿县和堆龙德庆区开展创业致

富带头人“云授课”工作。预计8

月底前，完成线下培训。通过线

上、线下齐发力的帮扶培训，实现

科学帮扶、精准帮扶。

本报讯（记者 耿伟 刘鹏）
群山环抱中的西达摩村，是清水镇

的一个小村落，村子面积不大却十

分精致，一条从百花山缓缓流下的

小溪穿村而过，给这里又增添了几

分生机，清澈的水面与村内的民宅

相得益彰，岸边的各色花卉迎风摇

曳。漫步村中，如诗如画的美景，

宁静惬意的环境，令人流连忘返。

从前以煤炭开采为主导产业

的西达摩村，在 2010年关停煤矿

后，开始依托自身的生态资源和

历史文化，着力发展旅游产业。

近年来，西达摩村围绕“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不断

加大生态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利用村内空闲土地，修建景观

休闲长廊，种植各色花卉，增设石

桌、雕塑等小品景观，绘制 1000
余米的文化墙，并进一步优化登

山步道，重新规划停车位，为旅游

接待营造良好的村域环境。

与此同时，村委会新建了村

史馆，全面展示村子的历史文化

和人文底蕴。如今的西达摩村不

仅有“颜值”，更有“内涵”，并将依

托村内的生态资源和精品民宿，

端起旅游这个金饭碗。

本报讯 笔者日前从区作协

获悉，区作家协会主席马淑琴的

4篇散文，同时入选教育部统编

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主题阅读《伴

阅读·语文素养核心读本》初中

版。其中一篇《田野的时尚》文章

题目被作为九年级下（第2册）的

书名使用。

散文《美与善的精灵》选入该

读本七年级下（第4册），写的是

作者童年时期在村小学露天操场

看《渔童》《人参娃娃》等动画电

影；散文《敛巧饭》被选入八年级

下（第1册），写的是每年农历正

月十六，怀柔区琉璃庙乡杨树底

下村名为“敛巧饭”的民俗活动；

散文《距离》被选入九年级下（第

1册），写的是距离对文明和生活

品质的影响；散文《田野的时尚》

选入九年级下（第2册），描写了

是贫穷年代的人们把仅有的衣服

分成三等，分别用于不同工种的

劳作，不放过一切展示美的机会。

据了解，被选入的4篇散文

曾分别发表于《文艺报》《语文世

界》《北京日报》《劳动午报》。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永定镇 98.1 1
龙泉镇 97.8 2

潭柘寺镇 97.6 3
东辛房街道 97.3 4
城子街道 97 5
大峪街道 96.2 6
军庄镇 96 7

其他地区

斋堂镇 98.4 1
妙峰山镇 98.1 2
大台街道 97.6 3
清水镇 97.3 4
雁翅镇 97 5
王平镇 96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