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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第五周(8.24-8.30）河长制基本情况

农村“颜值”再提升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加强垃圾分类清运工作
营造整洁城市环境

文明农村人居环境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8月14日-20日镇街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排名情况（倒序）

我区实现百村垃圾不落地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8月份第4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军庄镇京白梨变身致富“金果”

三温路道路中修工程竣工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皓）
按照分批次开学要求，我区各中小学

生分别于8月29日、9月1日、9月7

日开学。区教委提前谋划，通过成立

专项督导组、对照专项督导内容，进

行统筹部署、协调沟通，确保每一名

师生员工身体健康、安全。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永定分校的

校门口，地面施划了4条通道，并张

贴了测温点、一米线标识，确保学生

有序进入校园。教学楼也都设置了

每个班级的专用通道，学生需按照固

定线路行进。教室内，桌椅间加大了

距离，宣传栏也布置了防疫知识、垃

圾分类等内容。各楼层都设置了两

个备用教室，饮水间每次限一人使

用，并贴有相关提示，最大限度减少学

生们相互接触。在餐厅就餐时，学校

也按班级划分就餐区域，每个餐桌都

只限一名学生就餐，减少学生聚集。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永定分校校

长谭峰说：“学校启动了全体教职员

工和学生的健康日报制度，也进行

了全流程、全要素的演练，对学校环

境做了全方位、全覆盖的消杀，确保

校园安全。开学之后，老师和学生将

实行校园封闭管理，班级采取单元化

管理，尽量减少人员交叉流动。”

按照市教委要求，各学段起始

年级先开学，有利于迅速组建新集

体，建立有效畅通的家校联系，稳固

各项健康监测和防疫防控措施。同

时，区教委要求各学校制定新生报

到专项工作方案,掌握师生员工及

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开学前14天

内的健康状况和出行轨迹。确保新

学期开学稳妥、安全、有序。

此外，区教委联合区公安分局、

区疾控中心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指

导组，分成5组到我区39所幼儿园

检查开学准备工作。

在区第一幼儿园龙山分园，检查

组查看了校门口、留观室、教室等重要

点位，认真检查各项消毒记录、了解幼

儿入园后各个生活环节的安排，并详

细询问了幼儿错峰来园、离园安排和

教学管理、师幼管理等相关预案。现

场督促学校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

整改，要求园区进一步完善疫情防控

的制度，继续加强落实疫情防控培训，

力争让幼儿更安全、让家长更放心。

区教委学前教育科科长杨艳

说：“通过这样的举措，督促幼儿园

严格按照防疫的标准，本着健康第

一的理念，来积极落实我市、区教委

的各项文件要求，及时解决存在问

题，保证学生的健康。”

接下来，区教委将坚持“重视程

度、防控措施、工作标准”三不降低原

则，做好幼儿园开学各项准备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连日来，区环卫

中心按照垃圾分类工作相关要求，加强道路

果皮箱的垃圾分类和清运工作，通过改装垃

圾分类清运车、更换果皮箱分类标识、规范垃

圾清运作业流程等方式，全力做好垃圾分类工

作，保障市容环境。

在月季园路，环卫工人正驾驶着新改装的

公共垃圾分类收集车对道路两旁的果皮箱进行

清运作业，车身上印刷了分类标识和垃圾分类

宣传标语，车厢内被分成其他垃圾和可回收垃圾

两个区域。每次清运前，环卫工人会对果皮箱内

的垃圾分类情况进行检查，并将蓝色和黑色两种

颜色的垃圾袋分别装入车内，做到垃圾精准收

集和清运。

一位环卫工人说：“每天早上6点，我们开

始进行道路两侧果皮箱垃圾分类清运工作。

按照不同街道，以责任制的方式划分了多个

工作小组，每半小时进行一次扫街巡逻和清

理，全力确保城市街道的干净和整洁。”

在清运作业完成后，环卫工人会将其它垃圾送

至就近的垃圾清运站，可回收垃圾将会送到可回

收垃圾暂存点，由区环卫中心进行统一处理。

环卫一队副队长吴永杰说：“我们将按照

相关规定，全力做好垃圾分类清运工作。同

时，加强与第三方公司的对接，对可回收垃圾

进行清理，按照分类收集、分类清运和分类处

理原则，保证垃圾分类工作不走样。”

截至目前，区环卫中心已完成门城地区

2000多个果皮箱垃圾分类标识更换工作，改装

分类垃圾清运车500辆，建设24个垃圾清运站。

自5月1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出台以来，我区作为全国首

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示范区，在“红色门头沟”党建品牌

引领下，建立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

合考评机制，结合创城目标，把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垃圾分类作为

“一把手”工程，持续高位推动。不

断完善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输、区

处理垃圾分类治理体系，在农村形

成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上门收集，

垃圾不落地转运模式,农村垃圾分

类治理初见成效。

早在2007年，王平镇就已在全

市开创了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先

河。利用“两次四分”的源头分类方

式，各户在家首次分类后，垃圾分类

指导员每天定时用电动三轮车走街

串巷、一家一户“过筛子”上门收集，

收集垃圾的同时对分类不合格的垃

圾进行二次分类，开展现场分类宣

传和投放指导，并将其他垃圾再分

出“可回收”和“有害垃圾”，统一运

送至村内的垃圾暂存区。这就是垃

圾不落地收运过程，从分类源头把

关，形成了“王平模式”。

近年来，我区以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为抓

手，把农村垃圾分类治理作为重点、

难点问题。着力构建“政府+村集

体+村民”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加

强各部门统筹协调，层层责任落

实。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员

干部包村、包片儿、包户儿，压实镇、

村属地主体责任，以“王平模式”垃

圾分类经验为基础，在农村地区广

泛宣传，全面推广“定时定点上门收

集、垃圾不落地”模式。

截至目前，全区138个美丽乡

村创建村中，122个村已实现生活

垃圾定时定点上门收集，占比达到

88.4%；12个村实行定点投放；4个

村将上门收集与定点投放相结合。

农村地区基本实现生活垃圾“不落

地”收运。

各镇各村也在积极探索垃圾分

类途径，形成了各具特色、可借鉴、可

推广的经验做法。清水镇从“吃剩下

的、用剩下的、能卖钱的”启发引导村

民分类，让村民记得住、上手快、用得

好，夯实源头分类基础。军庄镇开启

“吹哨人”模式，垃圾分类员每天定时

定点吹哨入户上门收集垃圾。潭柘

寺镇赵家台村创新“烟头不落地”，在

道路两侧墙上放置茶杯状“烟灰缸”，

有效改善了烟头乱投问题；贾沟村自

编《垃圾分类三字歌》，创新“红黄绿”

分级治理等措施。王平镇、龙泉镇等

试点分类垃圾“有价回收”途径，对分

类合格的村民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

定期兑换生活用品。妙峰山镇陈家

庄村创新蚯蚓养殖技术，实现“厨余

垃圾不出镇”。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积

极参与，让垃圾分类家喻户

晓、人人有责，激发群众参与

分类的热情和动力，逐步实现

从“要分类”到“会分类”再到

“愿分类”的转变，提升群众的

参与度、满意度。

“环境好了，垃圾有人收、有人管，

厕所干净了，现在农村越来越好了。”

清水镇洪水口村垃圾分类员既开心又

自豪地说。实行上门收集垃圾后，在

公共区域设置了垃圾集中暂存区和再

生资源回收站点，各村利用撤桶腾出

的空地种植花草、铺设绿地，美化了村

庄环境。在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

输、处理各个环节做到专人负责，建立

工作台账，环环相扣、无缝对接，全流

程把控。积极探索垃圾就地处理模

式，建立厨余垃圾生化处理设施和小

型垃圾处理设施，形成垃圾分类闭环

处理，着力提升垃圾分类实效。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后村庄旧貌换新颜，刷

新了乡村“颜值”，切实为农民群众增

添了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虹）
8 月下旬，军庄镇孟悟村的京白

梨，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采摘期。

作为京西特产，京白梨的丰收为

即将到来的秋季送上了一份金灿

灿的贺礼。与往年不同的是，今

年区科信局与孟悟村进行了深度

合作，从科技、销售等方面助力果

农增收，并将孟悟生态园打造成

带动村民致富的田园综合体。更

值得期待的是，区科信局通过自

身的技术优势与科技手段，在保

留传统果品风味的同时，让果品

品质进一步提升。

除了对果品质量的更高要求

外，区科信局将借助政府平台，与

军庄镇通力合作，让京白梨融入

灵山绿产品牌，并对果园管理、基

础设施等方面进行现代化改造，

打造成国家级农业高科技园区，

带动军庄镇各村京白梨产业及优

质文旅产业的发展，让村民通过

京白梨这一致富“金果”，捧起文

旅休闲产业的“金饭碗”。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区

公路分局对三温路实施道路中修

工程，及时处理路面病害，进一步

提升道路美观度，为市民出行营

造安全、舒适的交通环境。目前，

工程已全部竣工。

三温路属于市道，全长11公

里，是我区百姓前往石景山区、海

淀区的重要道路之一。由于日常

交通压力较大，长时间的车轮碾

压造成部分路面出现了坑槽、车

辙、沉陷等。

区公路分局针对这条道路实

施中修工程，包括铣刨旧路、病害处

理、加铺面层、检查井和雨水口加

固等，修复破损路面长度1.5公里。

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区公路分

局白天进行检查井加固作业，晚间

实施路面铣刨和铺油作业，并在夜

间安排多名交通疏导员进行交通

疏导，确保社会车辆正常通行，尽

可能将施工影响降到最低。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街街街街
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镇镇镇镇、、、、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
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

镇镇镇镇、、、、村河长发村河长发村河长发村河长发
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

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
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

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
题整改率题整改率题整改率题整改率（（（（上周上周上周上周））））

1 大峪街道 100% 村级河长 
巡河率考核
不包含社区
级河长

1 100% 0 -
2 城子街道 100% 2 100%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0 - 0 -
4 大台街道 100% 4 100% 3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2 100% 1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 1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1 100% 1 66%
8 军庄镇 100% 100% 0 - 3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 5 25%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2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 5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3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 4 -
全区合计 100% 100% 10 100% 28 84%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PM2.5PM2.5PM2.5PM2.5浓度浓度浓度浓度 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区浓度排名 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市浓度排名

永定镇 24 1 240

潭柘寺镇 22 2 262

王平镇 21 3 272

东辛房街道 21 3 272

军庄镇 21 3 272

大峪街道 21 3 272

妙峰山镇 20 7 288

城子街道 20 7 288

龙泉镇 20 7 288

雁翅镇 19 10 300

大台街道 18 11 308

斋堂镇 13 12 327

清水镇 12 13 328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潭柘寺镇 98.1 1
永定镇 97.6 2
军庄镇 97.3 3

大峪街道 96.5 4
东辛房街道 96 5
城子街道 95.7 6
龙泉镇 94.4 7

其他地区

妙峰山镇 98.1 1
斋堂镇 97.6 2

大台街道 97.3 3
雁翅镇 97 4
王平镇 95.7 5
清水镇 94.4 6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将在国家

会议中心举办。区融媒体中心将

在其中的文化服务专题展——媒

体融合发展板块参展。展会期

间，门头沟融媒将充分展示5G+

4K新闻播出模式，彰显“新媒体

优先、融媒体跟进、全媒体发布”

的媒体融合发展成果。

这几天，区融媒体中心的技

术人员正在对展台内的设备进行

最后的调试工作。展台内六块展

示背板图片，包含了门头沟山水

风光、民宿小院、红色旅游等方面

内容，充分展示了近年来门头沟

区在“红色门头沟”党建品牌和

“绿水青山门头沟”城市品牌建设

中取得的丰硕成果。正面的电视

大屏还可以投屏播出反映门头沟

经济社会发展的宣传记录片，让

人直观感受门头沟践行“两山”理

论，保护生态、绿色发展的决心和

信心。

此外，区融媒体中心还在展

台内放置了AI机器人“门小融”，

可以让市民近距离与之互动，加

深对区融媒体中心的了解，进一

步推介区融媒体中心APP软件，

充分展示5G+4K高清转播、直播

和智慧广电的建设成果。

门头沟融媒走进服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