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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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
2 城子街道 100% 3 66%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0 - 0 -
4 大台街道 100% 0 - 3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3 100% 2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 3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1 0% 3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3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 5 2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3 0%
11 雁翅镇 100% 100% 1 100% 3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2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 5 100%
全区合计 100% 100% 11 63% 32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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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第一周(8.31-9.6）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我区人民陪审员选任活动正在进行

龙泉镇聚焦裸地治理提升环境水平

8月29日-9月3日镇街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排名情况（倒序）

8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结果通报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9月份第1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建设项目拟占用自然保护区公示

建设项目拟占用自然保护区公示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区城管执法局开展专项执法
保障学校周围环境秩序

本报讯（通讯员 张烁）今年，在

龙泉镇三家店三分社，一座红色公

园悄然呈现在村民面前，公园以红

旗广场为起点，沿六环桥下向南延

伸展开，占地约14000余平方米。

公园从去年开始施工建设，工

程主要修整了园区围墙，对地面进

行了铺装，规划了人行步道，在原

有树木和部分植被的基础上，补种

了草坪花卉，安装了休闲座椅和路

灯，供村民休闲散步。

三分社工作人员夏长江说：

“过去，这里是疏解整治促提升工

作中拆除出的闲置空地，经过镇

村规划，对裸地进行了治理，初步

形成了现在公园的面貌。下一

步，村里计划把公园西侧墙面绘

制成红色主题文化墙，设置主题

宣传画，同时加强对绿化区域的

养护力度，形成绿地景观。现在

村里正在外围加装音响，丰富照

明设施，以后还会选取合适位置

安装建设器材，把公园打造成一

个主题鲜明、设施丰富，供当地百

姓休闲娱乐的好场所。”

近两年，龙泉镇不断加大环保

工作力度，尤其是对疏解整治促提

升、拆违工作以来的裸露地块实施

集中治理，同时加以利用，修建便

民设施。

在琉璃渠村，一座 8000 余平

方米的停车场解决了村民停放

车辆的难题。停车场内全部铺设

了柏油，规范施划近 300 个停车

位，出入口安装了视频系统，场边

还设置了移动式公厕，给村民提供

了方便。

前来停车的村民说：“这里过

去是一处煤场，拆除之后村里改成

了停车场。原来村里停车特别紧

张，村民都是把车停在路边，道路

本就不宽敞，一停车更挤，有了这

停车场之后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回

来多晚都能有地方停车。”

在九龙路沿线，龙泉镇近两年

也实施了大面积的增绿工程，九龙

路岳家坡段，有两处较为突出的裸

露地块，由于土质问题植被成活率

低，镇村两级在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因地施策，选取适宜的花草品

种，责成专人加强养护，最终让两

处合计近 11000平方米的裸露地

块披上了绿衣。现在远远望去，绿

草茵茵、繁花盛开，形成了九龙路

沿线一片抢眼的景观。

龙泉镇镇长刘学说：“龙泉镇

围绕裸地进行治理，2019年以来，

总绿化面积达到了 32 万余平方

米。下一步，龙泉镇将在制度、巡

查等方面，从零入手，对全镇的所

有工地、裸地、扬尘、道路等不间断

地巡查，发现问题立刻整改，促进

龙泉镇环保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打

造绿水青山门头沟贡献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李志岭）9月 3

日上午，区司法局举办“门头沟区

2020年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组织

推荐人选抽选仪式”，葛小欢等30

人通过随机抽选确定为门头沟区人

民陪审员拟任命人选。

与以往相比，此次人民陪审员

选任工作有了新变化。选任形式从

原来的以组织推荐、个人申请为主，

改成了以常住居民随机抽选为主，

以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为辅。此

外，选任工作的主责部门，由原来的

以基层人民法院为主，改为“由司法

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

机关组织开展”，加强了对候选人的

资格审查等力度。

本届人民陪审员计划选任300

名，其中常住居民随机抽选240名、

个人申请30名、组织推荐30名。常

住居民随机抽选，是从辖区内年满

二十八周岁的常住居民名单中，随

机抽选人民陪审员候选人。

今年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报名

登记主要分两个时间段，一是组织

推荐报名登记时间为8月12日-8

月19日，二是常住居民随机抽选、

个人申请报名登记时间为8月 12

日-9月11日。目前组织推荐报名

登记工作已结束，共36人被所在单

位推荐为候选人。经过区司法局与

区人民法院、区公安分局联合资格

审查，均符合担任我区人民陪审员

的条件。

在抽选仪式上，通过司法部开

发的全国人民陪审员选任管理系

统，从候选人中随机抽选了30人，

确定为门头沟区人民陪审员拟任

命人选。常住居民随机抽选、个人

申请的报名登记还在进行之中，之

后也将通过系统随机抽选的方式，

确定门头沟区人民陪审员拟任命

人选。拟任命人选向社会公示后，

将由区人民法院提请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并进行就职

宣誓。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民

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发扬司

法民主、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

威方面，具有积极效应和独特价

值。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是我国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吸

收社会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年

龄、不同民族人员参与，最大程度地

实现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

性，让更多的人民群众有机会参与

司法审判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杨铮）近
日，为做好学校周围环境秩序保

障工作，区城管执法局提前谋划

部署，在我区各学校周边设立监

测点，组织各镇街综合行政执法

队加强道路执法，严厉打击各类

违法行为。

早上7时30分，记者在大峪

中学分校附属小学看到，永定镇

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人员正在

对学校周边进行巡视，在学生进

入前，采用定点值守和徒步巡逻，

加大重点区域的管控力度，严查

无照经营、占道经营、散发小广告

等违法行为。在学生进校的过程

中，执法人员还与学校老师一起

维护现场秩序，引导学生有序排

队测温进入校园。同时配合交警

开展交通疏导，加强非机动车及

机动车的停车秩序管理，在早高

峰期间，提示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确保教师、学生安全通行。

永定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

人员说：“接下来，我们将在学生

下学高峰期间，采取机动巡查的

方式，严查校园周边流动商贩和

无照经营商贩。同时，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加强对学校的督导，要

求做好垃圾分类和疫情防控等工

作，确保复课复学有序进行。”

因我区开展2018年门头沟区清水镇椴木沟泥石流地质灾害

治理项目施工工作，需占用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将该项

目占用自然保护区的情况公示如下：

项目建设内容：2018年门头沟区清水镇椴木沟泥石流地质

灾害治理项目，治理区面积为96920平方米，合145.38亩，主要工

程措施有沟道整治工程、拦挡工程、护坎（挡墙）工程、排导工程、

石笼工程、盖板桥工程、道路工程和涵管工程等。整个治理区全

部位于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期限：永久使用。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面积：永久占地为8.7亩（全部位于自然保

护区试验区）。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的范围：治理工程分布在椴木沟的2条主沟，

西至灵山路北京美如画客栈，东至灵九路北台村，全长2784米。

本公示起止日期：自刊登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公示期满后，如无异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头

沟分局将依法上报该用地申请。在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与以

下联系人联系：

北京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联系人：赵明腾

联系电话：69812015
邮箱：783816965@qq.com

因我区开展清水镇黄安坨村、梁家庄台下村泥石流等地质灾

害治理项目工程，需占用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将该项目

占用自然保护区的情况公示如下：

项目建设内容：清水镇黄安坨村、梁家庄台下村泥石流等地

质灾害治理项目，工程治理区域主要包括黄安坨村以及梁家庄台

下村，其中黄安坨村治理区位于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该

区域内一条泥石流主沟、两条泥石流支沟需要治理。治理内容主

要包括拦挡坝、谷坊坝、防护堤、排导槽、涵管以及混凝土路面。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期限：永久使用。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面积:永久占地为3.9亩（全部位于自然保

护区缓冲区）。

拟占用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主沟位于黄安坨村509村道任正

丰住户以南约 15米处，东至黄安坨花树套沟约 370米，西至黄安

坨花树套沟约150米，长3.06公里。1#支沟位于主沟上游南侧约

100米处，长 1.63公里，2#支沟位于主沟中下游北侧约 210米处，

长0.78公里。

本公示起止日期：自刊登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公示期满后，如无异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头

沟分局将依法上报该用地申请。在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与以

下联系人联系：

北京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联系人：赵明腾

联系电话：69812015
邮箱：7838169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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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前20名统计表

序号 序号镇 村 得分 镇 村 得分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王平镇 吕家坡村 100 清水镇 江水河村 97.79

妙峰山镇 桃园村 99.7 清水镇 胜利村 97.79

妙峰山镇 大沟村 99.1 清水镇 洪水口村 97.49

军庄镇 新村 98.81 清水镇 黄塔村 97.49

斋堂镇 林子台村 98.39 王平镇 韭园村 97.31

妙峰山镇 禅房村 98.38 清水镇 西达么村 97.09

潭柘寺镇 赵家台村 98.2 王平镇 桥耳涧村 97.06

潭柘寺镇 贾沟村 98.08 妙峰山镇 炭厂村 97

潭柘寺镇 王坡村 98 雁翅镇 泗家水村 96.9

军庄镇 西杨坨村 97.9 雁翅镇 田庄村 96.89

表2：2020年8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后20名统计表

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序号 镇 村 得分 序号 镇 村 得分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王平镇 河北村 89.46 斋堂镇 张家村 87.03

龙泉镇 三家店村 89.25 斋堂镇 爨底下村 86.84

斋堂镇 灵水村 89.17 雁翅镇 淤白村 86.67

雁翅镇 高台村 89.09 斋堂镇 西胡林 86.12

清水镇 张家庄村 88.89 斋堂镇 新兴村 86.02

妙峰山镇 上苇甸村 88.67 斋堂镇 西斋堂村 85.75

雁翅镇 河南台村 88.35 王平镇 色树坟村 85.51

斋堂镇 柏峪村 88.13 王平镇 西石古岩村 84.61

斋堂镇 向阳口村 87.65 斋堂镇 双石头村 84.52

斋堂镇 东斋堂村 87.07 斋堂镇 吕家村 83.74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东辛房街道 97.6 1

潭柘寺镇 96.5 2

龙泉镇 96.2 3

城子街道 95.7 4

大峪街道 95.4 5

永定镇 94.1 6

军庄镇 93.6 7

其他地区

妙峰山镇 96.8 1

雁翅镇 96.5 2

清水镇 96 3

大台街道 95.7 4

王平镇 95.4 5

斋堂镇 94.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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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辛房街道 20 1 275

雁翅镇 20 1 275

永定镇 20 1 275

潭柘寺镇 20 1 275

妙峰山镇 20 1 275

大台街道 20 1 275

城子街道 19 7 302

军庄镇 19 7 302

大峪街道 19 7 302

龙泉镇 19 7 302

王平镇 19 7 302

斋堂镇 19 7 302

清水镇 18 13 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