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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监管局
推动“双随机、一公开”见行见效

检查卫生消杀制品
保障市民健康安全

强化检查指导 做好复映准备

升级垃圾分类暂存区
解决“分收混装”问题军庄村拆违换新颜 美丽乡村助力前行

我区老年人免费体检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 马燊）创建

无违建区是我区“六城联创”

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近

年来，我区不断强化违建拆除

力度，按照村庄规划，拆除了

一批小煤棚、储物间及居住民

房等类型的违法建设，彻底改

善了百姓的生活环境。

记者在军庄镇军庄村看

到，施工人员正在对村内一处

私搭乱建进行清除，施工采用

人工和机械共同作业的方式，

在做好洒水降尘的同时，对违

建进行了拆除。仅用了不到1

小时，一处侵占街道的小煤棚

就消失了。

村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在全区拆除违建的大环境

下，大部分居民都能够积极配

合拆违工作，有条件的实施了

自拆，没有条件的，村委会进

行了帮拆，目前，违建拆除工

作正在有序推进。”

据了解，军庄村一直以来

高度重视村内的违建管理、拆

除工作，村委会根据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考核检查和“创城”

指标中出现的问题，结合自查

自纠，建立健全了村庄整改台

账，并逐一清理，截至8月19

日，已拆除私搭乱建1300多平

方米。其中，拆除铁路沿线私

搭乱建700多平方米，拆除胡

同内私搭乱建600多平方米。

针对拆除违建后的剩余

用地，军庄村进行了合理规

划。记者跟随村委会工作人

员来到位于军庄村北侧的一

处绿地，绿地内设有花池、座

椅，茂盛的绿植洒下一片片树

荫，让人在炎炎夏日感受到阵

阵清凉。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皓）近
日，我区老年人免费体检正式启动，

65岁以上老年人可通过预约到辖区

卫生服务站进行检查。此项工作10

月底结束。

在门城中心绮霞苑社区卫生服

务站门口，几名社区老年人按照预约

的时段相互间隔一米，有序排队等

候。工作人员对每名老人进行信息

核对并进行体温测量，体温正常并登

记完整信息才可进入。在体检过程

中，所有人员全程佩戴口罩且室内不

超过10人就诊。

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带领老人

们做各项检查，仔细询问老人们的身

体情况，认真记录病症，并针对他们

的身体情况，对用药、饮食等方面给

出指导。

一位前来体检的老人说：“我每

年都来体检，今年防控措施做得很

好，检查起来也放心。”

据了解，免费体检项目包括内

科、外科、血液、B超等15类项目。老

年人如需体检，需要通过与所在辖区

卫生服务站电话预约或与家庭医生

团队微信预约。截至8月16日，共

4582人参加了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

体检。

门城中心绮霞苑社区卫生服务

站站长张岩梅提醒体检老人：“非空

腹体检项目是周一到周五全天，需空

腹检查项目是每周三，其中，需空腹

检查的项目包括B超和抽血化验。

市民需要携带手机、医保卡或身份

证、口罩，按照预约好的时间前来卫

生服务站体检，避免等候时间过长。”

本报讯（记者 耿伟 闫吉）从过

去的荒山野沟到今日的幽幽花谷，

位于清水镇下清水村的清水花谷丝

毫找不到往日的痕迹，超过 90%的

绿化覆盖率再加上本身的地形特

色，使得整个山谷草长莺飞，蝶飞花

舞，让人如痴如醉。

清水花谷坐落于下清水村后巷，

在青山环抱中，各色景观花卉错落有

致的分散花谷之中，层层叠叠，相互

簇拥。休闲长廊、崖壁瀑布、观光凉

亭交织其中，走在花谷中有一种“人在

山水间、如在画中游”的唯美感受。每

年8月底至9月中旬是花谷最美的时

节。远离城市喧嚣，漫步花谷之中，可感

受到这里独有的山花烂漫、清凉惬意。

来花谷赏景的游客说：“这里的

景色非常美，各色艳丽的花卉拍出

照片很好看，花谷里的空气很新鲜，

道路也很平整，非常适合带着老人

和小孩到这里看花赏景。平时快节

奏的生活让人很压抑，而这里的慢

节奏让人感到很舒服。”

据了解，近年来，下清水村始终

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理念，结

合低收入帮扶和美丽乡村建设，下

大力气实施生态修复。今年，下清

水村在花谷原有景观的基础上，依

托景区内清澈的泉水和池塘，养殖

上百条锦鲤鱼，用于游客观赏。同

时，扩大了向日葵的种植面积，种植

藜麦等农作物，形成了一条交叉间

作、条块结合的“生态走廊”。

下清水村党支部书记王进生

说：“今年，我们在打造花卉景观的

同时，还种植了藜麦、白芍等经济作

物，聘用村内的低收入户到花谷工

作，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不仅让

清水花谷成为我们村的名片，更要

让它成为村民的‘聚宝盆’。”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
皓）妙峰山镇全面形成户分类、
村收集、镇清运的运行模式，率
先升级下苇甸村垃圾分类暂存
区，取消村内垃圾站点，实现垃
圾分类闭环管理机制，营造更加
绿色低碳文明的生活环境。

下苇店村升级后的垃圾分
类暂存区分为可回收垃圾、厨
余垃圾、建筑垃圾等5类垃圾区
域，垃圾桶的样式统一，每天早
晚，都会有专人将从村民那里收
到的垃圾按照类别倒进桶里，再
开着专用的垃圾车进行收运，确
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相比以
往村内的多个垃圾站点，这个
暂存区的成立，减少了村民垃
圾乱扔乱放现象，方便垃圾分

类管理。
物业工作人员说：“设立暂

存区之后，对我们工作上来说非
常方便、快捷，我们还在这里安
排了专人每天对暂存区进行打
扫，保证环境卫生。”

据了解，这个垃圾分类暂存
区是妙峰山镇先行试点的农村
生活垃圾处理新模式，替代村内
的各个垃圾站点，有效解决“分
收混装”的问题。

妙峰山镇环境办负责人赵
策说：“把全村的生活垃圾都集
中在这个暂存区，进行集中统一
处理，这样既高效又及时。接下
来，会在各个村庄进行推广设立
暂存区，为下一步打造美丽乡
村，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耿伟）近日，区
电影发行放映服务中心到我区
基层公益电影放映点，检查指导
疫情防控工作，督促各基层放映
点切实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维
护好电影放映设备。

区电影发行放映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重点查看了各基层放
映点影厅管理情况，指导基层放
映员按照《北京市有序推进农村
电影公益放映复映疫情防控工
作指南》相关要求，通过流程演
练，进一步强化基层放映员的疫
情防控意识。

区电影发行放映服务中心
经理韩鹏说：“疫情期间，不少百
姓尤其是山区群众反映希望早
日复映公益电影，我们利用这段
时间对部分基层站点的放映设
备进行升级，同时将采取多种方
式，进一步强化对基层放映员疫
情防控措施的宣传，为公益电影
复映工作做好准备。”

区电影发行放映服务中心
还将继续强化放映设备维护和
复映准备工作力度，丰富农村百
姓的业余文化生活，为百姓营造
安全有序的观影环境。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近日，
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对我区市
场售卖的杀虫剂和杀鼠剂进行
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重点对经营无证、
冒证、一证多用卫生杀虫剂和杀
鼠剂产品违法违规行为和乱用
商品名称、扩大使用范围等违反
《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
擅自修改标签内容违规行为进
行检查。同时，利用移动设备，
检查上市销售的卫生杀虫剂是
否有农药登记证号、登记证号是
否在有效期、产品包装标签是否
符合规定、是否使用禁用农药等
情况。经查未发现不合格情况。

此次专项活动共检查百余
种卫生杀虫剂，检查各类商超40
家，出动执法人员121人次，巡
查了潭柘寺大集和其他游商易
出现的点位30余处，现场宣传
告知相关法律法规，下发《农药
管理宣传手册》50余份。检查期
间，发现卫生用农药与其他商品
混合摆放情况6处，现场制定下
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下一步，区农业综合执法大
队将继续强化对相关门店、市场
及游商的检查巡查，坚决查处打
击违法违规行为，督促其消除问
题隐患、依法规范经营，确保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安全。

区市场监管局切实转变监
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加快健
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
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
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
制，有效支撑事中事后监管，围
绕产业链延伸优化营商环境。

“双随机、一公开”即在监管
过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
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
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发挥区市场监管局部门联
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
席会议办公室作用，在年初制定
计划、印发方案、专门部署的基

础上，2020年计划开展部门联
合双随机抽查检查3批次。组织
汇总区发改委、区教委、区交通
局等市场监管领域 14 个部门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的双
随机抽查检查情况和相关材料，
督促未公示检查结果的部门尽快
公示。2019年5月1日以来，各部
门工实施双随机抽查检查4900
户次。在市场监管机构改革的大
背景下，同步建立市场监管局内
部抽查事项清单和制定抽查计
划，2020年计划开展抽查18批
次，拟抽查市场主体2702户次。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下清水村荒山变花海下清水村荒山变花海

2020年7月份环境考评得分表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潭柘寺镇 92.78 1
永定镇 92.75 2

大峪街道 91.95 3
东辛房街道 91.75 4
城子街道 91.54 5
军庄镇 90.9 6
龙泉镇 89.79 7

其他地区

大台街道 91.88 1
妙峰山镇 91.77 2
雁翅镇 91.68 3
斋堂镇 91.51 4
清水镇 91.15 5
王平镇 90.27 6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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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凉的村民说：“以前村子周围

遛弯儿的地方都没有，家家户户最

多就是在自己门前坐一坐、聊聊

天。现在村子周围有了这样的小公

园，茶余饭后，居民都能出来坐坐，空

气又新鲜，又到处是阴凉，特别舒

服。”

离这块绿地相距不远处，就是

军庄村利用违建拆除后的空间，改

造而成的地面停车场。停车场内，

几十辆私家车整齐的停放在划好的

车位内，大大减少了村庄周围乱停

车的现象，村子的环境秩序也得到

了明显的提升。

“以前，家家户户自己的车都是

就近停，想停哪就停哪，别说车位

了，有的地方连行人都走不过去，出

个门跟躲障碍似的，特别不方便。

现在可好多了，村里空间大了，骑着

自行车都能痛快走，村里在路两侧

还摆了好多绿植，别提多舒服了。”

村民说。

目前，军庄村违建拆除工作仍

在进行当中，下一步将继续拆除铁

路沿线私搭乱建。

军庄村村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拆除违建后的空间，我们将根据村

庄整体规划和村民需求，修建休闲

广场、停车场、小公园等公共设施，一

方面提高百姓生活的幸福感，另一方

面也营造良好的村容村貌，让我们村

变得越来越和谐、越来越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