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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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门营二区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卫生不
达标

2 龙泉镇 中北街社区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3 龙泉镇 中南街社区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大类分流站点不
规范、站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4 大峪街道 月季园东里社区 12345投诉

5 大峪街道 永新社区
站点周边环境卫生不达标、厨余垃圾分
类不纯净

6 军庄镇 灰峪社区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脏乱
7 军庄镇 杨坨社区 站点周边脏乱、分类设施不规范

8 大峪街道 月季园二区
12345投诉、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
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9 大峪街道 月季园一区
12345投诉、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
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10 大台街道 桃园社区
12345投诉、分类设施不规范、厨余垃
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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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消防救援支队区消防救援支队
做好防汛准备确保安全度汛做好防汛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治理城市边角地块
改善市民出行环境我区着力打造精准化志愿服务模式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区市场监管局
多举措筑牢安全用气防线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杨铮）我区

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工作，各镇街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网络互动平台，广泛征集群众生活

需求，通过成立志愿服务队，开展多

样化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完善村居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着力打造

精准化志愿服务模式。

龙泉镇琉璃渠社区针对居民垃

圾分类意识薄弱这一问题，充分发

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作用，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前，社区工作人员

会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

务平台上将活动下派给相关志愿服

务队。接到派单后，志愿者们按照

内容和要求，开展入户走访，向居民

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发放相关材料。

一位居民说：“以前我们不太了

解鱼刺和猪骨头是什么垃圾。现在

呢，看完志愿者们发的宣传材料，就

清楚应该如何进行分类，也意识到

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从

社区有了这个志愿服务队，我感觉

特别好！”

琉璃渠社区党总支书记陈秀春

说：“现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共有志

愿者 63名，服务内容包含宣传教

育、环境保洁、便民服务等，通过开

展全方位的志愿服务，满足居民的

生活需求。”

除了琉璃渠社区，像这样的志

愿服务活动，在龙泉镇每天都会开

展一次。为进一步推进各村居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建设工作，镇政府建

立了镇级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多措

并举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实施“菜

单化”精准服务，打通宣传群众、教

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龙泉镇宣传委员李劲松说：“我

们要充分发挥好33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75支志愿服务队伍、3800

名志愿者的作用。大力开展文明星

期五、文明实践推动日、文明积分等

一系列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全力

打造红色龙泉镇，文明龙泉镇。”

据了解，自去年开始，我区结合

“创城”工作，大力培育“门头沟热心

人”品牌志愿服务队，紧扣构建“9+

13+N”的志愿服务体系要求，分层

次、分领域谋划好志愿服务的具体内

容和举措，逐步形成“专项资源有特

色、辐射领域无盲点”的“全网通”模

式。截至目前，已建成13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299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3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成立

411支志愿服务队伍，1895名志愿者

在平台注册，开展志愿服务1889次。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张金华说：

“今年计划再挂牌10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基地，不断优化‘点、送、评、自、

互、协’的特色运转模式，做好与区

融媒体手机客户端和志愿北京平台

的对接工作，同时建立服务满意度

机制,切实提高群众对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的认同感。”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连日
来，区消防救援支队针对我区汛期
实际情况，强化防汛物资储备，定期
开展应急救援演练，积极做好抢险
救援准备，全力确保我区安全度汛。

入汛以来，区消防救援支队全
面开展防汛准备工作，进一步强化
消防指挥中心硬件设施，指挥中心
的实时影像监控系统，可随时调看
全区任意监控点位的实时画面，确
保一旦遇有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
间通过指挥系统查看现场情况，进
行指挥调度，为抢险救援提供有力
支持。

在物资储备方面，区消防救援
支队配备了冲锋舟、橡皮船、救护衣
等各类水域救援器材410件，针对各
消防中队实际情况，配置防汛物
资。与此同时，组建了一支 30 人的
防汛抢险救援突击队，并定期开展
防汛演练，强化消防指战员们的应
急救援能力。

区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邱华
说：“在接处警方面，我们根据市 119
指令，调派辖区消防站及增援力量
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同时，我们与
区应急局、区水务局及属地政府建
立联勤联动机制，与绿舟、蓝天等民
间救援组织也建立了协同调度模
式，保证在汛期内一旦发生紧急情
况，与相关部门、属地政府等各类力
量全面开展救援，全力做好突发事
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鹏）针对市

民反映的城市边角地环境脏乱

等问题，近日，区城管委开展了

专项整治行动，对门城地区道路

红线外边角地带进行排查，并建

立专项整治台账。根据周边环

境因地制宜制定施工方案，进行

绿化并增设人行步道。

施工方现场负责人张志远

说：“我们针对人员、车辆出行进行

了疏导，制定了不同的施工方案，

保证了居民出行的顺利畅通。”

记者在桥西街和地铁S1线

石厂站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

加紧对黄土裸露区域的人行步

道进行翻修硬化。桥西街之前

裸露区域已完成了草皮的铺设

工作，养护人员正在对草皮进行

浇水养护作业。

区城管委养护科张继征说：

“治理边角地块主要包括居民楼

周边、车站周边的5个区域。完

工以后，将这5个区域列入日常

管护台账，定期进行巡视养护。”

为深入排查治理瓶装燃气

安全隐患和问题，遏制重特大事

故发生，近日，区市场监管局积

极落实安全监管职责，全面开展

瓶装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执法行

动，多举措筑牢消费者安全用气

防线。

一是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

充装安全专项执法检查。我区

瓶装燃气充装单位有 1 家，今

年 6 月份已停止充装，现已办

理部分设备的停用手续，执法

人员将继续督促其完成后续工

作。开展专项行动以来，共对

液化气充装单位及其供应的换

瓶站检查 14 家次。同时对区

液化气站供应的瓶装液化气使

用单位进行摸底排查，共统计

涉及单位31家。通过抽查，对

区液化气站充装气瓶是否存在

违法行为进行倒追，未发现违

法行为。二是强化液化石油气

相关产品质量监管工作。加强

生产、使用环节液化石油气产

品质量监管。对辖区内生产、

销售液化石油气市场主体摸

排，建立企业台账，共有9家单

位；对我区销售液化石油气的3

家经营单位所售液化石油气商

品进行了商品抽检工作，此次共

抽检商品3组（液化石油气），抽

检结果全部合格。三是开展燃

气相关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监督

检查。共检查燃气相关特种设

备使用单位52家次。四是积极

开展餐饮行业瓶装液化石油气

气瓶的执法检查工作，共计检查

相关单位143家次。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认

真梳理风险隐患，提高问题发现

能力，持续做好瓶装燃气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严防违法行为的发

生，确保消费者安全用气。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垃圾分类检查排名情况通报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一）检查范围
7月11日至7月24日，共对13个属地单位所辖的共60个社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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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处点位，发现7类问题共计198处，问题发生率

2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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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5%。

（三）考核排名情况
1.社区组周评比前10名与后10名排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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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
2 100
3 100
4 100
5 100
6 100
7 100
8 100
9 100
10 100

城子街道 龙门新区三区
城子街道 桥东社区
大台街道 落坡岭社区
大台街道 木城涧社区
大台街道 灰地社区
永定镇 丽景长安社区

东辛房街道 河南街社区
东辛房街道 矿建街社区

龙泉镇 大峪花园社区
潭柘寺镇 潭墅苑社区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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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2
8 3
9 3
10 4

龙泉镇 龙泉务村 100
雁翅镇 雁翅村 100
妙峰山镇 桃园村 100
王平镇 东王平村 100
军庄镇 西杨坨村 100
雁翅镇 河南台村 100
妙峰山镇 水峪嘴村 99.5
军庄镇 香峪村 99.5
斋堂镇 马栏村 99.5
清水镇 杜家庄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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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平镇 西落坡村 站点周边环境卫生不达标

清水镇 齐家庄村 站点周边环境卫生不达标

斋堂镇 青龙涧村
站点周边环境卫生不达标、容器标识
不规范

斋堂镇 新兴村 站点周边环境卫生不达标

斋堂镇 西斋堂村
站点周边环境卫生不达标、容器标识
不规范

雁翅镇 淤白村 97
站点周边环境卫生不达标、容器标识
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妙峰山镇 丁家滩村
站点周边环境卫生不达标、容器标识
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王平镇 西王平村 站点周边环境卫生不达标

龙泉镇 中门寺村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设施脏污、大
类分流站点不规范

斋堂镇 火村
公示牌不规范、站点周边环境卫生不
达标、容器标识不规范

98 35

2 97.5 36

3 97.5 37

4 97 38

5 97 39

6 40

7 96.5 41

8 96 42

9 96 43

10 95.5 44

表1：社区组周评比前10名统计表

表2：社区组周评比末尾10名统计表

表3：村居组周评比前10名统计表

表4：村居组周评比末尾10名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