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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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子街道 广场社区 95.5 56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垃圾站点冒满

2 永定镇 永兴嘉园社区 95.5 57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分类容器
设置不规范

3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一区 95 58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垃圾满冒、分类容器设置不
规范

4 城子街道 市场街社区 94.5 59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垃圾满冒

5 大峪街道 承泽苑社区 94.5 60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垃圾满冒

6 龙泉镇 东南街社区 94 61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7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七区 93.5 62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8 大峪街道 德露苑社区 93 63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垃圾满冒

9 城子街道 矿桥东街社区 92 64 公示牌不达标、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10 东辛房街道 西山社区 92 65 站点未设置分类公示栏、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我区新增两处探头抓拍不系安全带开车接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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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辛房街道 河南街社区 100 1

2 东辛房街道 矿建街社区 100 1

3 军庄镇 北四社区 100 1

4 潭柘寺镇 潭墅苑 100 1

5 王平镇 色树坟社区 100 1

6 永定镇 曹各庄新三区 100 1

7 大峪街道 月季园二区社区 99.5 2

8 王平镇 惠和新苑社区 99.5 2

9 城子街道 城子大街社区 99 3

10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二区 9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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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杨坨村 100 1

3 清水镇 龙王村 100 1

4 潭柘寺镇 草甸水村 100 1

5 王平镇 东落坡村 100 1

6 王平镇 东马各庄村 100 1

7 雁翅镇 高台村 100 1

8 雁翅镇 泗家水村 100 1

9 斋堂镇 白虎头村 100 1

10 斋堂镇 林子台村 100 1

街镇 名 称街镇 名 称街镇 名 称街镇 名 称 TSPTSPTSPTS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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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1 235

大峪 街 道 52 2 247

东 辛房 街 道 50 3 258

军庄 镇 48 4 274

潭柘 寺 镇 47 5 278

王平 镇 46 6 289

城子 街 道 46 6 289

龙泉 镇 46 6 289

妙峰 山 镇 45 9 298

大台 街 道 44 10 301

雁翅 镇 42 11 310

斋堂 镇 40 12 316

清水 镇 33 13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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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监管局联合烟草局区市场监管局联合烟草局

检查电子烟销售主体

龙泉镇龙泉镇

完成招商引资任务超过1000万元

区生态环境局开展执法检查

西王平村险村改造工程正式完工

本报讯（记者 马燊 屈媛）连日
来，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区公安分
局、区交通局等单位，在六环石门
营出口和我区重点路段开展夜间
联合执法检查。

检查中，执法人员利用烟度仪、
OBD车辆诊断系统和氮氧化物检测
仪，严格检测进入我区的重型柴油
车。对不符合排放标准，或存在其他
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高限处罚。

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区相关执
法部门在辖区重点路段执法夜查
发现，一辆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
超标。经查，该车因污染物排放超
标，且未在10个工作日内对车辆进
行维修并复检合格，继续驾驶机动
车上道路行驶，按照《北京市机动
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条
例》的规定，区生态环境局依法移
交区交通支队并对该车辆驾驶员
开出首张顶额3000元罚单。

区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大队
大队长谭海栋说：“目前我区空气
污染执法已经形成了强大合力，下
一步将积极利用媒体曝光、高限处
罚等多种形式，对违法行为进一步
形成高压态势，为首都西部蓝天做
出贡献。”

据统计，自今年初开始，我区
共检查重型柴油车2.5万辆，处罚
超标排放车1199辆，形成了“重拳
出击、违法必究，白天不手软、夜晚
不松懈”的执法模式，有效遏制了
污染空气的违法行为。

此外，区生态环境局到滨河路
加油站和北京林克曼数控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检查VOC(易挥发有
机物)处置情况。在滨河路加油站，
执法队员细致检查了储油罐、加油
机等设备，查看了污染物排放监测
设备运行情况，并要求加油站对夜
间加油加大宣传力度。在北京林
克曼数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执法
队员详细查看了企业各项环保手
续，针对废料储存、机床运行进行
了详细检查。

据执法队员介绍，像这样的检

查，区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大队每
天都在进行，按照我区检查标准，
每个月都要进行至少70家次的执
法检查。检查范围包括工地、生产
加工企业、餐饮行业、汽修厂、污水
处理厂等多个方面。

谭海栋说：“下一步，执法队还
将继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持续保
持高压态势，以零容忍的态度，严
厉打击涉及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
为守护我区蓝天、碧水、净土贡献
更大力量。”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
白墙灰瓦、层楼叠院……一幢幢徽
派风格建筑是西王平村新近落成的
单元村舍。走进王平新村，屋宇错
落有致，道路干净整洁，此起彼伏的
装修声谱写出一曲幸福生活新乐章。

今年7月，历时3年的王平镇西
王平村险村改造工程正式落下帷
幕。新村建成以来，近180户险村
居民已根据自身意愿完成签约选

房，计划将于10月入住新居。
装修过半的独栋小楼内，工人

正在粉刷二层居室的墙壁，宽敞明
亮的客厅已经铺好地砖，卫生间也
已接通水管完成供水。

即将迁入新居的西王平村村民
表示：“改建后的两层小别墅很美，
环境也好，比以前强多了。”

据了解，西王平村地处泥石流
易发区，旧村原址存在一定的安全

隐患。2017年，在相关部门和村委
会的共同努力下，西王平村险村改
造工程正式启动。该项目占地
20000平方米，新建抗震节能型新
农宅152套，房屋全部使用空气源
热泵采暖，有效改善了当地村民的
生活环境。

今年以来，村委会和施工单位
在积极推动险村改造建设的同时，
还有序开展道路铺设、绿化美化、建

设养老驿站、增加基础设施等各项
工作，让村民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努力建设美丽宜居新乡村。

西王平村党支部书记魏喜成表
示：“下一步，村‘两委’将继续完善
包括路灯、绿化等基础设施，还将根
据美丽乡村的设计规划要求，修建
便民公园、停车场以及充电桩等设
施，为老百姓创造一个优美便捷的
居住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梁盼）今年
以来，龙泉镇一手抓防疫、一手
抓经济，稳步推进各项工作，积
极对接企业方，加大网上洽谈力
度，了解企业需求，抓实责任担
当，全力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确
保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强化精准服务，抓好税源管
控。梳理去年全镇纳税前30名
企业，结合属地内土地开发、上
市摘牌企业登记注册工作，建立
重点企业联系制度，由镇领导班
子包户，深入了解企业运行情
况，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确
保镇域内开发、建设企业、招商
引资落地企业全部落户本镇。
截至目前，自主招引企业40家，
挖掘潜在税源企业4家。

拓宽信息渠道，加强跟踪对

接。建立与区财政、工商、税务
等部门和纳税大户沟通协调长
效机制，深入纳税大户调研，实
时进行信息反馈；实施临时纳税
管理制度，对社区工程、村级工
程、施工企业等项目内容，分别
由财政、会计中心、城管等相关
科室进行监管，及时传递企业纳
税信息，确保应纳尽纳。

强化领导责任，传递招商压
力。坚持将招商引资作为“一把
手”工程，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
的财源建设领导小组，统筹指标任
务落实到全部领导班子成员，定期
召开会商会，主要领导对重点项目
亲自上门推进。截至目前，召开
专题会8次，走访重点企业35家
次。已完成招商引资 1098 万
元，完成年度任务的73.2%。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联合烟
草局以中小学周边为重点，全面
检查100米范围内的烟草经营
企业。

联合检查小组采取“四不两
直”的方式抽查育园小学周边的
物美超市，执法人员首先查看售
卖电子烟柜台张贴的“禁止向未
成年人售烟”标志和国家烟草专
卖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
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
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
现场发现张贴完好；其次，随机
抽取售卖产品，询问摄像头工作
状态，调取柜台售卖实时监控记

录，倒查商户履行未向未成年人
售烟的承诺。随后，对学校周边
100米商户进行逐户摸排，未发
现售卖电子烟及卷烟的行为。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要求
企业一是要核查消费者年龄，严
禁向未成年人售烟；二是要做好
内部人员培训工作，保证每名工
作人员熟知售卖电子烟规定，规
范经营行为；三是要严格遵守
《未成年人保护法》《广告法》《电
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监管部
门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
厉查处。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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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日至9月5日，对13个属地单位所辖的共65个社区、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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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处点位，发现7类问题共计252处，问题发生率34.2%；

主要问题为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未正确分类投放、
站点未设置分类公示栏、站点周边堆物堆料及站点垃圾满冒等，占问题总量
的73.41%。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表4：村居组周评比后10名统计表

本报讯（记者 张修钰 高佳帅）
据北京市交管局发布消息，进入9
月后，全市各区已新增570余套“电
子警察”。其中我区新增两处探头，
针对驾驶时接打查看手机、不按规
定使用安全带两项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抓拍。

我区新增的两处探头分别位于
雁翅镇大镇路杨村路口和清水镇

109国道张马路口，通过设备调试阶
段后，现已投入使用。探头启用后，
将对进出京方向车辆进行违章监测。

据了解，新增设备的违章记录
方式与常见的超速、占用其他车道
的拍摄方式有所不同，采取正面拍
摄的方式，监测车辆违章行为，并实
时拍照形成执法证据。经人工再次
审核后，将符合规定的违法数据录

入系统，并通过短信等渠道告知违
法行为人或车辆所有人按规定接受
处罚。

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双峪中队
中队长李占松介绍了两种违章的处
罚方式，按相关规定，驾驶时接打手
机处200元罚款，并记两分；驾驶人
未系安全带，且行驶在高速路或城
市快速路，处50元罚款、记两分；驾

驶人行驶在普通道路时不系安全
带，处50元罚款、不扣分。

李占松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
在行车过程中，一定系好安全带，确
保自身安全；同时提示乘车人也要
系好安全带，保障司乘安全。在此
呼吁广大驾驶员，开车不要接打电
话，包括微信语音电话、视频电话，
保证行车安全。 本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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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峰山镇 丁家滩村 97.5 51 站点周边环境不达标

2 清水镇 塔河村 97.5 52 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

3 雁翅镇 松树村 97 53 公示牌不达标、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

4 潭柘寺镇 赵家台村 97 54
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未正确分类投放不达标、
站点周边堆物堆料

5 妙峰山镇 陇驾庄村 96 55 设施脏污、站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6 斋堂镇 沿河口村 96 56
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厨

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7 妙峰山镇 黄台村 95 57 公示牌不达标

8 妙峰山镇 斜河涧村 95 58 站点周边堆物堆料、公示牌不达标

9 清水镇 黄安村 95 59 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站点未设置分类公示栏

10 妙峰山镇 上苇甸村 94 60 站点周边环境不达标、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