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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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台街道 落坡岭社区 100 1

2 大台街道 千军台社区 100 1

3 大台街道 玉皇庙社区 100 1

4 东辛房街道 北涧沟社区 100 1

5 东辛房街道 矿建街社区 100 1

6 龙泉镇 龙门新区二区 100 1

7 潭柘寺镇 存诚苑 100 1

8 潭柘寺镇 潭柘新二区 100 1

9 永定镇 翡翠长安 100 1

10 城子街道 龙门新区六区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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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庄镇 东山村 100 1

2 军庄镇 灰峪村 100 1

3 清水镇 洪水口村 100 1

4 清水镇 李家庄村 100 1

5 清水镇 梁家铺村 100 1

6 潭柘寺镇 草甸水村 100 1

7 潭柘寺镇 贾沟村 100 1

8 雁翅镇 黄土贵村 100 1

9 斋堂镇 火村 100 1

10 斋堂镇 西斋堂村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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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台街道 黄土台社区 95 53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大类分流站点不规范、站点未设置分
类公示栏

2 大峪街道 惠民家园社区 94.5 54 分类设施不规范、站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3 永定镇 梧桐苑社区 94.5 55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4 大峪街道 双峪社区 94 56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5 大峪街道 桃园社区 94 57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6 大峪街道 龙泉花园社区 93.5 58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7 大台街道 双红社区 93.5 59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卫生不达标、分类设施脏污

8 城子街道 龙门新区三区 92 60 分类设施不规范、站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9 大台街道 灰地社区 9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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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大台街道 大台社区 9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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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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残联举办第四次全国残疾
预防日宣传教育体验活动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8月

24日，由区残联主办的第四次全
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在永
定楼文化活动广场举行。市残联
理事长吴文彦，市残联党组成员、
副理事长董连民，区委常委、统战
部长、副区长张翠萍出席了活动。

本次活动以“残疾预防，从
儿童早期干预做起”为主题，活
动现场设立了多个宣传体验展
位，开展残疾预防知识宣传与解
答、健康儿童保健检查与咨询、
小儿推拿及针灸体检、康复政策

及康复知识解答、成人康复训练
相关政策解答及演示、辅具政策
咨询及高端辅具产品体验、外骨
骼康复训练机器人（大艾机器
人）现场体验、温馨家园职康产
品展示与体验等形式多样的活
动。100余名残疾人、过往市民
及助残志愿者参加了活动。

专业的讲解及真实的体验
获得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特别是在将高科技融入残疾人
康复领域的大艾机器人体验展
位更是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看。

暑期黑山小学
开展垃圾分类榜样园活动

市联合督查组来我区
督查档案史志馆新馆建设工作我区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国试点建设

妙峰山镇以桃园村为试点打造花园式村庄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作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第二批全国

试点之一，我区坚持传思想、促发

展、助“创城”、惠民生的建设理念，

特别是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全区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以

及志愿服务队伍积极响应，在提升

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的同

时，积极普及健康防疫知识，充分发挥

凝心聚力的作用，打通融入群众、教育

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抓住贯通“三个中心”的关键环

节，效率化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贯彻市委“三个中心”贯通要

求，在区融媒体APP客户端增添门

头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

务平台入口，独立实现“菜单平台”

功能，让群众获取新闻资讯以及服

务项目的同时，提高新时代文明实

践平台使用率。截至目前，已有458

支志愿服务队伍2171名志愿者在

平台注册，共计开展志愿服务2000

余次，参与人数达数万人。

完善机制，强化考核，制度化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建立宣传

部领导包片、联席会商、所站通报、

文明实践活动固定与常态融合、档

案管理等长效工作机制。制定《门

头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关于宣

传落实<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实施方案》。深化“一帮一”志愿

服务机制，激活区级文明实践员打

卡服务功能，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工作效果。

统筹规划，整合资源，集约化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建成区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3个镇街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及299个村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30个形式多

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整合现

有公共服务阵地资源，打造理论宣

讲、教育服务、医疗卫生等9类平台

统筹使用，协同运行，形成专项资源

有特色、辐射领域无盲点的全网通

服务模式。

建强队伍，发挥特色，规范化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强化“红

色门头沟”党建特色品牌，创新“自

助——互助——协助”的志愿服务

模式，构建完善“9+13+N”的志愿服

务体系，实现志愿服务全面化，队伍

建设专业化。充分发挥全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以及两级文明实践

员的阵地和骨干作用,整合737支

志愿服务队伍力量，筑牢社区疫情

防线。同时，各实践站形成全面周

到的“疫线服务链”，创新“你点我

送”志愿服务模式，解决了村居买菜

难等“揪心事”。

创新活动，群众参与，多样化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我区以活

动阵地便民化、活动形式多样化、活动

队伍群众化为着力点，打造“垃圾随手

捡”“楼门焕新颜”“防疫有我、爱卫同

行、勠力‘创城’”“践行文明行为助力

健康防疫”等特色主题活动15次，各

所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共计415

场，有效地凝聚群众、引导群众。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干净整洁的街道、

百花争艳的村间小路、历史悠久的古树……自

我区“创城”以来，妙峰山镇以桃园村为试点，

采取被动整改转化为主动治理的方式，打造花

园式村庄。

村“两委”班子围绕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

兴、疏整促等专项行动，党支部“一班人”带领

村民始终盯着发展理思路、围绕富民想办法、

着眼宜居做工作，桃园村荣获首都环境建设样

板单位称号，“世外桃园”的设想正在逐步走入

现实。聚合党员、在职团员、“红绿灯”文明引

导队等力量，形成一支冲在前、干在前的综合

性志愿者队伍。今年以来，共开展志愿服务

30余次，累计清理垃圾杂物10余吨。

坚持每周召开专题会商会，研究梳理村庄

遇到的问题，多方征求意见，指定专人一抓到

底。通过齐抓共管、专项整治，拆除侵街占巷

9处，改造村内路灯线路300余米，新增路灯

38组，更换老旧路灯27盏，安装监控9组、文

明提示牌30余组，栽种花卉5万余株，增加绿

化面积10000余平方米，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

80%以上。

村民曹翔说：“‘创城’以后，村里变化真挺

大的，在城区工作的邻居，周末休息都愿意回

村里休闲度假。”

本报讯（记者 杨铮）8月21
日上午，市档案馆馆长程勇带队
到我区调研档案史志馆新馆建
设工作。区委常委、副区长庆兆
珅一同调研。

程勇一行实地参观了我区
档案史志馆新馆建设地址，并就
相关工作进行交流座谈。

程勇指出，档案史志馆建设
工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门头沟
区各相关委办局要通力协作，加
快工程建设的工作效力，保障新
馆建设有序推进。建设用地面

积及技术指标要经过科学论证
和专家评审，同时按照市级一类
馆建设计标准稳步推进各项工
程。新馆建设要符合设施完善、
功能齐全、安全保密、服务便捷
和绿色环保的“五位一体”总体
要求。

庆兆珅表示，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新馆建设以及档案事
业各方面发展工作，未来将积极
推动档案史志工作融入，全力打
造“红色门头沟”党建品牌和“绿
水青山门头沟”城市品牌。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 谢琪

锦）连日来，黑山小学利用暑期

时间开展垃圾分类榜样园活动，

通过绘制宣传画、制作垃圾桶、

知识抢答等方式，培养孩子们在21

天内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早日

成为垃圾分类宣传的志愿者。

三年级2班的刘弘瑾一家自

从参加活动后，每天进行垃圾分

类就成了习惯，吃完的水果核和

水果皮都要分别放进不同的垃

圾桶里，刘弘瑾还和妈妈一起绘

制了垃圾分类手抄报，进行知识

抢答。经过21天的学习，这家

都有了不少的收获。

刘弘瑾说：“在学习垃圾分

类知识之前，我还以为所有电池

都是有害垃圾，通过学习之后，

我知道无汞电池是其他垃圾。

开学后，我会跟同学们交流一

下，分享学到的知识，和大家一

起保护环境。”

家长说：“我们连续参加了

两期活动，第一期的时候孩子作

为家庭的垃圾分类小组长，积极

监督家长每一天垃圾分类。经

过两期的学习收获很大，我觉得

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据了解，垃圾分类榜样园已

连续开展了两期，内容分为分类

准备、评价完成、展示分享、知识

普及4个关卡。目前，全校已有

50多个家庭养成了垃圾分类的

好习惯，孩子和家长在活动中互

促互进，通过“小手牵大手”的形

式，以一个学生带动整个家庭。

黑山小学德育主任赖妙琼

说：“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孵

化’出这样的榜样家庭，为黑山

小学的各个家庭树立好的榜

样。开学后，黑山小学会继续践

行垃圾分类三级志愿服务岗位，

让老师、孩子和家长成为新时代

文明的践行者。”

垃圾分类检查排名情况通报
表1：社区组周评比前10名统计表

表2：社区组周评比后10名统计表

表3：村居组周评比前10名统计表（一）检查范围
8月15日至8月21日，对13个属地单位所辖的共62个社区、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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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处点位，发现7类问题共计326处，问题发生率39.4%；

主要问题为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未正确分类投放、站点周边脏乱及堆物堆
料、站点垃圾满冒、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无公示牌、站点未设置分类公示栏
等，占问题总量的73.82%。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表4：村居组周评比后10名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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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韭园村 95 56 公示牌不达标

2 王平镇 南港村 95 56 公示牌不达标

3 王平镇 南涧村 95 57 公示牌不达标

4 妙峰山镇 涧沟村 94 58 公示牌不达标、站点周边环境不达标

5 王平镇 西王平村 93.5 59
公示牌不达标、站点周边堆物堆料、大类分类站点未正
确公示

6 斋堂镇 爨底下村 93.5 60 公示牌不达标、设施破损、无有害垃圾站点

7 王平镇 吕家坡村 93 61 公示牌不达标、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未正确分类投放

8 雁翅镇 大村 93 62 公示牌不达标、站点周边环境不达标、未正确分类投放

9 清水镇 燕家台村 92.5 64 公示牌不达标、设施破损、设施脏污、分类设置不规范

10 王平镇 安家庄村 92.5 65
公示牌不达标、站点垃圾冒满、站点周边堆物堆料、站

点周边环境不达标

区市场监管局
推动京白梨地理标志换标工作

为推动我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换标工作，进一步规范我区京白梨

地理标志监管，提升京白梨品牌价

值，区市场监管局坚持“一村一策”，

做到“三重对接”提供换标上门服

务。

一是对接属地镇政府。军庄镇

是京白梨重要产区，通过每年举办

京白梨采摘节，深入发掘京白梨文

化价值，区市场监管局与军庄镇相

关负责人就换标工作进行深入座

谈。二是对接专业合作社。考虑到

王平镇西马各庄樱桃种植专业合作

社京白梨产量逐年增长，今年丰收

在望，合作社将京白梨推向市场的

愿望十分强烈，工作人员在向合作

社负责人介绍地理标志的重要意

义，重点强调换标过渡期间注意事

项，解答合作社提出的西马商标使

用相关问题，执法人员作出规范使

用商标的口头行政提示；实地查看

合作社果园果品种植情况和销售包

装，对包装上存在的不规范问题提

出整改意见。

三是对接村委会。针对下苇甸

村换标工作推动较困难的股份经济

合作社，工作人员实地前往村委会

指导换标材料的整理报送，详细了

解换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工作人

员围绕具体问题耐心进行解答。

通过提供上门服务，对接属地镇政

府、专业合作社和村委会，使地理标

志换标相关主体对换标工作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提高了对地理标志专

用标志规范使用的意识和京白梨品

牌推广意识，也加快了我区地理标

志换标工作进程，确保新版地理标

志早日成为“绿水青山门头沟”的金

字招牌。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