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镇镇镇镇 村村村村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镇镇镇镇 村村村村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1 王平镇 吕家坡村 100 11 王平镇 西王平村 98.21

2 妙峰山镇 大沟村 100 12 王平镇 色树坟村 97.9

3 潭柘寺镇 赵家台村 100 13 王平镇 东石古岩村 97.9

4 妙峰山镇 桃园村 99.7 14 王平镇 西石古岩村 97.6

5 清水镇 上达么村 98.82 15 妙峰山镇 禅房村 97.6

6 王平镇 西落坡村 98.51 16 斋堂镇 东胡林村 97.19

7 王平镇 桥耳涧村 98.51 17 雁翅镇 碣石村 97.19

8 王平镇 南港村 98.5 18 王平镇 东马各庄村 97.19

9 清水镇 西达么村 98.39 19 妙峰山镇 水峪嘴村 97.18

10 斋堂镇 林子台村 98.39 20 王平镇 南涧村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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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今年无障碍环境改造我区今年无障碍环境改造
台账台账543543个点位全部完工个点位全部完工

鲁家滩2号桥实施桥梁中修工程区规自分局强化隐患治理保百姓平安

以行走之力 展文明魅力
京西山水古道清山志愿队清古道垃圾

7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结果通报

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一）检查范围
全区纳入“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的第一、二、三批138个

创建村，全区纳入创城“比学赶超”擂台赛的138个村，涉及9个
镇。

（二）检查内容
涉及村庄整体环境及群众反映问题情况、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公厕管护、村容整洁（含乱堆乱放、乱贴乱
画乱挂、私搭乱建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村居环境整洁、
文化设施建设、民风建设等方面。

（三）考核排名情况

表1：2020年7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前20名统计表 表2：2020年7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后20名统计表

本报讯（记者 马燊 安振宇）
西王平沟位于王平镇的西王平村，

受山地地形、地质、气候及开采史

影响，极易发生特大型泥石流，严

重威胁着当地村民的人身财产安

全。2019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委员会门头沟分局对西王平

沟特大型泥石流隐患实施治理工

程，目前，工程已全部完工，达到验

收标准。

近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委员会门头沟分局与施工方、监理

方、勘查方，一同对西王平沟特大

型泥石流隐患治理工程进行区级

验收。

记者在现场看到，西王平沟山

体环绕，岩体多成土状和碎块状，

山体上草木枯枝繁多，极易发生泥

石流灾害。

排导槽沿沟域蜿蜒通至村内，

新修建的多道拦挡堤坝和石龙挡

墙，能够有效阻挡可能下落的沙

石、枯木等固源。工作人员使用测

量工具和无人机，对工程效果仔细

测量、查验。

北京中色资源环境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杨明国介绍：

“治理工程全长5.6公里，涉及沟道

整治工程和拦挡、排导工程等方

面，排导槽最大深度可达1.7米。

其中，一号、二号拦挡坝可有效拦

挡沙石等物源4万立方米左右。”

隐患治理之前，每到汛期，当

地百姓都提心吊胆的。现在有了

这项工程，村民们都感到十分欣

喜，心里的大石头也算落了地。“每

年赶上下暴雨的时候，村里主街道

水都特别深，大家呆在家里都不敢

出门。现在治理工程完工了，我们

可踏实了。”村民告诉记者。

据了解，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实

施后，能够减轻泥石流对王平沟岸

边下游的房屋、道路的危害性，地

质灾害减灾效益明显，有效保障了

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并有利于当

地生态环境、地质环境的改善。同

时，这项工程施工以及后期维护所

需要的劳动力，也能够有效缓解当

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

会门头沟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下一步，将向市规自分局申请市

级验收，尽早让工程发挥作用，保

障百姓汛期安全。”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近日，区残

联邀请残疾人代表参加无障碍设施体验

活动，让特殊人群切实感受到无障碍设

施建设带来的便利。截至目前，我区今

年无障碍环境改造台账涉及的公共交

通、政务服务和便民设施等 543 个点位

已全部完成施工。

王秀红是本次参加体验活动的代表

之一，由于下肢行动不便，她的日常出行

全部依靠轮椅。从前，她乘坐公交车只

能在站台下等候，不仅占用机动车道，还

十分危险。在公交车站无障碍设施改造

后，王秀红利用无障碍坡道实现了在站

台上等候、乘车。

王秀红说：“小小的坡道，为我们特

殊人群解决了大难题。原来坐公交车需

要别人帮我，现在我一个人就可以解决

了，这些设施建设让我们体会到了社会

的关爱。”

残疾人代表们还体验了无障碍卫生

间和超市无障碍通道等相关设施，这些设

施的建设为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享受公共服务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区残联副理事长赵金明说：“下一

步，将组织专家、监督员开展验收消账工

作。同时，研究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管

理办法和分级分类管理长效机制。加大

无障碍环境的执法力度，提高使用效率，

做好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验收前的各

项准备工作。”

本报讯（记者 安振宇 郭映虹）
梧桐苑地区乱停车问题一直是永

定镇社会治理的难题。近日，永定

镇联合区城管委、区公安分局交通

支队多方联动，加大了对梧桐苑地

区停车问题的整治力度，以积极的

宣传引导加上强有力的执法措施，

逐步改善地区停车环境秩序，为百

姓出行提供便利。

记者在龙兴南二路看到，往日

的停车乱象已经有了彻底的改变，

私家车有序停放在停车位中，道路

恢复到了初建时的宽敞、通畅状

态。

市民告诉记者：“以前从小区

出来，想去马路对面的银行都得七

绕八绕，从停在马路上的车之间穿

过去。现在整治后，车都停的很整

齐，大家过马路又快又安全，真是

太好了！”

梧桐苑地区餐厅、商铺繁多，

覆盖小区较多，人流量大，停车乱

象一直是社区环境治理中的“老大

难”问题，梧桐苑社区多措并举，为

社区居民解决了这一交通难题。

梧桐苑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应

文说：“为了解决乱停车问题，社

区加强了对居民的宣传，动员大

家都养成良好的停车习惯。后续

将建设新的停车楼，彻底解决居

民乱停车问题，巩固‘创城’成果，

持续打造良好的社区环境。”

在这次“创城”迎检之前，永

定镇下定决心，将梧桐苑地区做

为重点整治地区，全力治理街面

秩序，维护市民出行难。“我们镇

在这次治理过程中，以前期宣传

引导加后期强化执法为主，期间

对居民发放了 3000多份交通治

理告知单，并增派300多名保安

人员，对违规停车的居民进行正

确引导，强化思想认识。同时，联

合相关单位加强对违法车辆的处

罚，切实解决梧桐苑地区的停车

乱象。”永定镇综治办负责人闫卫

杰说。

下一步，区城管委和区公安

分局交通支队将对梧桐苑地区安

装拍摄闯红灯和违法停车探头等

科技设备，同时加大对道路违法

停车的执法力度，进一步缓解该

片区的停车乱象。

本报讯（记者杨铮陈凯）近日，

区公路分局对鲁家滩2号桥实施桥

梁中修工程。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

正在对桥面进行拆除铺装作业，同

时，桥头两侧还设立了醒目的提醒

标识，并由工作人员对过往车辆减

速慢行进行疏导。

据了解，鲁家滩2号桥位于234
国道兴阳线，桥梁全长45米。经过

长时间使用后，桥梁逐渐出现了梁

体破损露筋、局部开裂和桥面系防

水失效等问题。本次桥梁中修工

程主要包括桥面系改造、桥体上下

部结构破损处修复、桥梁护坡和护

砌等。工程完工后，将大大增强桥

面的防水能力和桥梁的坚固程度。

区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李佳

蔚告诉记者：“在保障安全质量的

前提下，我们会合理安排工期，同

时，通过采取24小时交通专人指挥

盯守和半幅施工的方式，最大限度

减少施工对交通通行的影响，全部

工程预计在9月底竣工。”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虹）
近日,京西山水古道清山志愿队开

展了“宣传环保、清理垃圾”玉河古

道公益行活动。志愿队沿玉河古

道行进，一路宣传爱护古道古迹，

一路清理道路垃圾。全程共计18

公里，参与志愿者40多人。

活动中，志愿者们5人为一组，

一路走，一路捡，对难够到的垃圾

更是想方设法去清理捡拾，并按照

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分类要求进

行收纳。据统计，这次活动中，志

愿者共捡拾垃圾32袋。此外，志愿

者们还积极提示游人爱护环境、文

明游玩，杜绝随手乱丢垃圾的不文

明现象。

据了解，玉河古道是我国十大

古道之一的京西古道的中道，有着

悠久的文化历史和宜人的自然风

貌，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

周末到这里徒步游玩的人明显增

多，乱丢垃圾的现象也愈加凸显，

严重破坏了游人们赏景休闲的雅

兴与古道古迹的环境。

京西山水古道清山志愿队是

在“志愿北京”注册的公益团体，由

北京京西古道文化发展协会与京

西山水户外俱乐部共同发起成立

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志愿队队长说：“志愿者们利

用周末的空闲时间，对我区古道进

行清理，做这些事就是希望我区的

古道文化得以保护，古迹文明得以

传承，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皓）
进入汛期以来，妙峰山镇神泉峡景

区按照要求，成立值守队伍、加大

排查力度、完善防范预案，多措并

举做好防汛工作，确保景区安全度

汛。同时，景区暂时关闭。

景区里，值守队员们分布在各

个点位进行巡视，仔细排查各类安

全隐患。景区还在各处摆放了温

馨提示牌，并启动24小时值班预

案，密切关注气象地质预警信息，

避免事故发生。

神泉峡景区负责人李刚说：

“今年，我们已经自行组织人员完

成了防汛演练。防汛期间，我们景

区也会全程关闭，并通过大喇叭广

播、张贴通知和门口人员值守的方

式告知市民，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据了解，神泉峡景区值守队伍共

15人，物资储备有救生衣10件、轮椅

2个、应急救援车1辆，主汛期期间，

景区暂时关闭，禁止游客进入。

近期，随着三伏天的到来，“冬

病夏治三伏贴”的热潮也随之来

临，为了保障辖区百姓的身体健

康，区市场监管局对调剂使用三伏

贴的医疗机构开展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重点关注医疗机构

的三伏贴储存和使用情况，以及是

否存在超范围使用或者使用不当

造成不良后果的情形，同时督促医

疗机构密切关注不良反应，加强风

险管理，做好不良反应监测工作。

经查，目前辖区共有20余家医

疗机构调剂使用“三伏贴”，其中

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

院的温阳化痰穴贴为主，以中国

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消喘膏

为辅。截至目前，已开展“三伏

贴”专项检查共计8家次，医疗机

构均留存了相应批次的检验报告

及相关票据，制定“三伏贴”不良

反应应急预案，并对使用“三伏

贴”的人员进行在册登记，在监督

检查过程中未发现医疗机构存在

违法违规现象。

接下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

对辖区医疗机构“三伏贴”开展现

场检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提

醒广大市民，虽然“三伏贴”日益推

广普及，但市民应根据身体状况和

医嘱，理性判断是否适合“三伏

贴”，在接受“三伏贴”治疗前应选

择前往经卫生健康部门备案核准

的医疗机构接受“三伏贴”服务。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主汛期期间神泉峡景区关闭

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冬病夏治三伏贴”专项检查

车辆有序停放 百姓出行便利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 村村村村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 村村村村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1 妙峰山镇 上苇甸村 89.98 11 妙峰山镇 陈家庄村 86.92

2 雁翅镇 珠窝村 89.83 12 军庄镇 军庄村 86.14

3 斋堂镇 张家村 89.65 13 妙峰山镇 陇驾庄村 85.84

4 斋堂镇 杨家村 89.62 14 妙峰山镇 担礼村 83.15

5 雁翅镇 淤白村 89.33 15 龙泉镇 琉璃渠村 83.03

6 妙峰山镇 下苇甸村 88.84 16 斋堂镇 吕家村 82.51

7 军庄镇 东杨坨村 88.25 17 龙泉镇 三家店村 80.71

8 斋堂镇 马栏村 88.06 18 妙峰山镇 丁家滩村 80.7

9 雁翅镇 山神庙村 87.34 19 军庄镇 灰峪村 79.71

10 军庄镇 孟悟村 87.28 20 龙泉镇 龙泉务村 74.05

永定镇整治梧桐苑地区乱停车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