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镇/街
镇级河长
巡河率

村级河长 
巡河率

镇、村河长
发现问题数

镇、村河长发
现问题整改率

第三方发现
问题数

第三方发现问
题整改率（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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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2 100% 0 -
4 大台街道 100% 0 - 2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2 50% 3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 1 -
7 龙泉镇 100% 100% 0 - 3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3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 4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2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 4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1 100% 3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4 100% 0 100%
全区合计 100% 100% 11 91% 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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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第四周(8.17-8.23）河长制基本情况

倡导文明环保新风尚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嗨购消费季亮点纷呈
夜经济开启新生活

打造高山蔬菜种植基地 助低收入家庭脱贫增收

实施乡村公路大修工程
提升路面行车安全性东马各庄村垃圾分类又添新招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8月份第3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创客北京2020”创新创业大赛
门头沟区域赛落幕

2020年区直机关系统党员
“云端课堂”轮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杨铮陈凯）雁翅镇

大村利用闲置土地，实施高山蔬菜

种植项目，带领村内低收入户种植

高山蔬菜，用产业带动村民就业。

在高山蔬菜种植基地里，几名

低收入户村民正在忙着摘茄子。自

从村内实施高山蔬菜种植项目以

后，村里部分低收入户都有了工作，

村民李茂平便是其中之一。如今的

他，再也不用为工作发愁，守着家门

口就有活干，每年有近万元的收

入。他说：“原来在家待着没活儿

干，现在家门口就有工作，能赚钱补

贴家用，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我觉

得特幸福。”

大村积极与区农业农村局进行

对接，充分利用村内高山蔬菜种植

帮扶项目，发展有机蔬菜种植产

业。并定期到门城地区部分社区进

行销售，拓宽蔬菜销售渠道，带动村

内低收入户脱贫增收。

近日，大村高山蔬菜基地的工

作人员驾驶着蔬菜车来到永定镇冯

村嘉园社区准备销售高山蔬菜，工

作人员将新鲜的茄子、黄瓜、辣椒、

榆黄菇等蔬菜摆放整齐。

许多居民闻讯赶来，大家围在

摊位前，有的忙着挑选蔬菜，有的询

问价格。一位居民告诉记者：“高山

有机蔬菜不但便宜，而且好吃。我

上次买了一些，家里人吃了都说好，

这次是特意过来购买的。”

蔬菜基地工作人员道：“我们售

卖的蔬菜全部都是当天采摘，保证

新鲜。这一车蔬菜，基本上在1个

社区就可以全部售空，一周我们大

概要去4、5个社区。”

据了解，大村位于雁翅镇北部，

海拔610米，共有村民325户，其中

一半为低收入家庭。2018年，该村

利用一处闲置土地，打造了70亩蔬

菜种植基地，种植黄瓜、西红柿、豆

角、玉米等10多种蔬菜，并与门城

地区各社区进行对接，定期销售蔬

菜。从去年开始，每亩地的产量在

4000斤左右。此外，村“两委”还利

用蔬菜种植基地解决了部分低收入

户的就业问题，提供就业岗位 50

个，有效带动了低收入户增收。

大村党支部书记李占森说：

“高山蔬菜的年收入金额大概能达

到40万左右。下一步，计划与区农

业农村局进行对接，在门城地区建

立流动销售点，进一步拓宽蔬菜销

售渠道，巩固好村里脱贫攻坚战的

成果。”

本报讯（记者安振宇郭映虹）8月

21 日晚上 8 点，北京长安天街的星空

电影院犹如一颗启明星，照亮了京西

大地的夜晚，也拉开了我区嗨购消费

季夜经济的帷幕。

记者看到，北京长安天街的户外

观影区里座无虚席，观众们露天而坐，

观看电影《侏罗纪公园》。立体影音在

宽敞的户外空间回荡，也引得一些观

众闻声而来，驻足观看。

在观影区的一侧，售卖零食、小商

品的花样市集，身披暖黄色的灯光，给

这个夜晚更添一份迷人的色彩，也给

前来休闲娱乐的市民提供便利。

前来观影的市民说：“第一次看露

天电影，感觉挺特别的，吹着自然风，

特别舒服。”

与观影区相连的户外餐饮区域，

市民正享用着美食或聚友攀谈，服务

员们也忙碌地穿梭在各桌间，为顾客

送上餐食。北京长安天街餐饮单位的

工作人员说：“前一段时间没有顾客，

心里特别着急。近期明显顾客多起来

了，生意也好做多了，我们一定从食品

采购和制作上更加用心，保证食品安

全，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据了解，夜经济是我区嗨购消费

季中的一大亮点。下一步，夜经济将

融入夜市、美食、网红地打卡等多重元

素，进一步激发我区消费潜力，带动

消费回暖。

本报讯（记者高佳帅杨爽）今年

以来，王平镇东马各庄村结合新版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创新

推动垃圾分类数字化、智能化发

展。同时，优化积分制度，引导村

民养成文明习惯，开启乡村垃圾分

类工作新模式。

随手分类、自觉投放……日复一

日的垃圾分类实践从2007年开始，

13年里早已成为村民的生活习惯。

每天清晨，村民们都会按时将

自家的厨余垃圾和灰土垃圾提到

门口，等待回收员上门收集。今

年，村里新增了智能垃圾回收车。

利用车上加装的计量称重系统，村

民们可以在完成垃圾称重后，将分

类积分写入电子卡，每月用积分最

多可兑换15元现金。

最近投入使用的24小时智能

垃圾分类回收设备，更激发了村民

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在这台设备

上，大家能够按照可回收物的分类

标准，将相应的投放积分兑换成现

金或日常生活物品，在享受实惠的

同时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

一名村民说：“这种形式要比

原来把垃圾卖给收废品的实惠好

多，也方便多了。现在村民都形

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大家对垃

圾分类认识也都挺深的，有可回

收的就会上机器这儿来投，还有

家里厨余垃圾也按类分好，等着

垃圾员上门收。”

作为我区首批垃圾分类试点

村，东马各庄村持续推进垃圾分类管

理和源头减量工作，不断为“王平模

式”注入发展新动力。

王平镇通过营造宣传氛围、

建立引导机制和加强监督检查等

方式，将垃圾分类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相结合，建设生态宜居美丽

乡村。

东马各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文

明表示：“下一步，将按照王平镇的

整体要求和部署，通过多种方式引

导村民往正确的垃圾分类道路上

走得更深、更远。把东马各庄村的

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更加深入。”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东辛房街道 98.4 1
永定镇 98.1 2

潭柘寺镇 97.6 3
大峪街道 96.8 4
龙泉镇 96.5 5

城子街道 96 6
军庄镇 95.7 7

其他地区

清水镇 98.4 1
大台街道 98.1 2
王平镇 96.8 3

妙峰山镇 96 4
雁翅镇 95.2 5
斋堂镇 93 6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
8月21日下午，2020年区直机关

系统党员“云端课堂”轮训班开

班。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区直

机关工委书记金秀斌出席开班仪

式并讲话。

金秀斌表示，开展此次集中

培训，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

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强机关党

员教育管理的基础性常规性工

作。目的是推动广大机关党员进

一步提高政治意识、坚定理想信

念、提升履职能力，切实推动“红

色门头沟”党建在区直机关形成

生动实践。

据了解，8月21日至9月30

日，轮训班将采用“云端课堂”分

段教学的方式，通过在线直播软

件和智能移动设备，实现专家直

播上课、党员移动聆听、视频打卡

签到、结业线上测试。为提高培训

质量，轮训班每周二或周五安排一

节课程，总共8节，各单位组织分

组交流研讨两次，内容涵盖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

章党规党纪、党史、新中国史和革

命传统、我区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

展总体要求和任务等模块。

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刘素芬

表示，我们一定认真落实中央、市

委、区委关于党员教育管理的工

作要求，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以坚定信仰、增强

党性、提高素质为重点，教育引导

机关党员带头践行“看北京首先

从政治上看”，进一步提升政治站

位和履职能力，在“红色门头沟”

党建品牌和“绿水青山门头沟”城

市品牌建设中，争当红色铁军。

本报讯（记者杨铮）8月19日

下午，由区科信局、区财政局主办

的“创客北京2020”创新创业大

赛门头沟区域赛在德山大厦圆满

落幕。

本次大赛共吸引了42家企

业和创客团队报名参加，经过激

烈角逐，最终评选出10个项目晋

级复赛，涵盖人工智能、大健康、

绿色节能、文化创意、集成电路等

“高精尖”产业领域。

晋级复赛的北京瑞途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这样

的赛事，不仅让我们企业获得了全

面展示的机会，也可以向更多其他

领域、其他行业的“高精尖”企业进

行学习，为各企业将来在项目上的

合作或技术上的交流提供了很好

的平台。同时，我们也希望借助这

样的宝贵机会，对咱们地区经济的

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本届大赛以激发创新潜力，集

聚创业资源，营造“双创”氛围为

宗旨，着力打造为中小企业和创

客提供交流展示、产融对接、项

目孵化的平台，发掘和培育一批

“专精特新”优秀企业和优秀团

队，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

和新业态。

区科信局副局长房加利说：

“赛事结束后，我们将推荐6个项

目参加全市的决赛。下一步，区

科信局将创新工作手段，集成政

策优势，按照区委、区政府的要

求，加快我区中小企业的创新创

业活动，推进中小企业在繁荣城

乡市场、稳定地区就业方面作出

更大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
区公路分局结合“四好农村路”

建设具体要求，对斋北路实施大

修工程。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

阶段，施工完成后，将全面提升乡

村公路的畅达水平、安全水平。

据了解，斋北路全长7.22公

里，北至王家山，南至下岭村。由

于常年的雨水冲刷加上车轮碾

压，造成路面出现开裂、坑洼等现

象，严重影响了行车安全。在经

过现场勘查后，区公路分局组织

施工方对这条道路实施大修，经

过几个月的施工，破损的道路焕

然一新，行车舒适性有了大幅度

提高。

一位司机说：“原来这个路特别

难走，坑坑洼洼的，一下雨就积水，对

车子损害特别大。现在这马路修好

了，从这里走又舒心又安心。”

施工方重新铺筑沥青路面，

同时完善沿线护栏标志和挡墙等

附属设施建设。为加快施工进

度，保证道路通行畅通，区公路分

局调配充足施工力量。目前，已

经完成沥青摊铺，正在进行标线

施划作业。

区公路分局乡村公路管理科

李晗说：“工程不仅实施了窄路加

宽，对于斋北路这种承载旅游休

闲功能的道路，按照路面宽度不

低于5米的原则进行改造。同

时，道路沿线还增加了路侧广场

和错车道，针对山区道路陡、弯、

急特点，对行车安全和应急处理

能力都有一定改善。”

本报讯（记者 杨爽）8 月 19

日，区委常委、副区长庆兆珅到北

京京西山水文化旅游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和文化旅游工作开展情况。

在听取了相关工作汇报后，

庆兆珅强调，在开发和经营文化

旅游项目的过程中，京西旅游投

资公司要唱好主旋律，坚持党建

引领，按照我区生态涵养区的功

能定位和区委、区政府的相关要

求，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要

讲好家乡故事，积极对接各镇街

和各委办局，梳理全区旅游资

源，学懂弄通相关政策。要经营

好每一个子公司，找到企业各类

社会关系的平衡点，整合周边资

源将企业做大做强。要打造好

文化品牌，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

文化内涵，持续优化经营项目结

构，助推全区文化旅游产业创新

升级。

区领导调研
企业文旅项目开发经营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