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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第二周(9.7-9.13）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西马各庄村高山稻丰收在即
本报讯（记者 屈媛 何依锋）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子。这几天，位于王平镇西马

各庄村的 50亩高山稻已过了出穗期，稻穗

开始逐渐变成金黄色，再过 1个多月，就将

完全成熟可以收割了。

稻田里，阵阵秋风把稻穗吹得沙沙作

响，几名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人工除草作

业。他们每隔10多天就会进行一轮除草工

作，还会定期进行浇水灌溉，确保稻子长势

良好。

高山稻种植人员说：“今年我们增加了

人手，对高山稻进行人工除草和山泉水灌

溉，以确保稻子的品质和口感。”

西马各庄村海拔 400米，日照充沛，气

候宜人。从 2018年开始，王平镇针对山区

农村低收入帮扶工作，决定在西马各庄村

试点引进高山稻扶贫项目，采取公司+股份

经济合作社的模式，将村里闲置的集体土

地利用起来，发展种植产业，截至目前已经

为村集体带来了20多万元的收入。

据了解，高山稻将在 10月中旬完全成

熟并进行收割，预计今年总产量能够达到

20万斤。从前两年的销售情况看，高山稻

很受市民欢迎，今年将继续为西马各庄村

增收10万元左右。

文明农村人居环境

北京市门头沟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协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1101093303127448）经理事会决议，拟向上级登记部门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组成清算小组，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协会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注 销 公 告

区民政局引入社会力量 开展结对帮扶工作

民革门头沟区支部党员企业昊霖集团
赴内蒙古察右后旗开展扶贫调研

潭柘寺镇赵家台村
落实“六度”工作 做好人居环境整治必答试卷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9月份第2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区城管执法局
检查门城地区施工工地违法行为

区武装部区司法局
联合开展新兵入伍前迎“家访”活动

本报讯（记者耿伟）雁翅镇河南

台村是区民政局的低收入结对帮

扶村，通过前期实地走访，区民政

局与河南台村“两委”班子积极对

接，在发挥职能优势的同时，积极

引入社会力量助力村子的低收入

帮扶工作。

北京童馨残障康复促进中心

是一家通过艺术康复形式帮助残

障群体体现自身价值的社会公益

组织。在区民政局的积极对接下，

北京童馨残障康复促进中心结合

河南台村实际情况，在村内设置匠

馨益梦扶贫济困助残增收基地。

康复促进中心实施“南台花开

匠馨益梦”扶贫项目，优先对村内

的残疾人开展文创产品及创意礼

盒制作等相关培训，将老北京传统

文化、红色党建文化和“冬奥”元素

融入到文创作品之中，打造特色文

化品牌，通过聘用村内残疾人就

业，进行文创产品制作，从而增加

村民收入。

河南台村第一书记刘斌说：

“我们将依托助残增收基地合理设

置岗位，鼓励村内的残疾人通过长

期制作这种礼盒来增加收入。同

时，我们还将积极与公益组织对

接，发挥他们的资源优势，着力提

高村民的文化品位，传授村民制作

文创产品的技能，并将村民制作的

文创产品融入到村内在建的‘门头

沟小院’精品民宿项目中，通过游

客购买、公司收购、网上展卖等形

式，增加村民收入。第一期参加培

训和就业的残疾人有30余人，预计

每人每年增收1万元。”

北京童馨残障康复促进中心

理事长张慕洁表示，中心将致力于

对河南台村的文化帮扶，着力提高

村民的文创产品制作能力，并将村

内的特色农副产品进行创意包装

和加工，使其成为能够进入到北京

商业区的文创旅游产品。同时还

将培训村民短视频制作技能，通过

现有的网络传播平台，展示村子的

风土人情和文创产品，从而提高村

子的知名度，带动村民增收。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

宜居村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一项重要任务，事关广大农民的根

本福祉。一直以来，潭柘寺镇以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为切入点，深化认

识，强化责任，奋力攻坚，落实长效

管护机制，全力开创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新局面。作为我区十五个示范

村之一的赵家台村，更是走在前列，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要求，围绕“六度”

工作，为美丽乡村建设锦上添花。

全局统筹，精心部署，突出政治“高度”
赵家台村“两委”干部高度重视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充分利用“两

委”联席会、红色议事会、党员村民

代表大会等，积极召开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专题会、生活垃圾分类培训

会、搜集村规民约议事会等各种会

议，通过班子会“谋”、专题会“学”、

议事会“议”、研讨会“论”的方式，先

后成立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垃圾分类专项行动指导小组，提

高“两委”政治站位，突出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的政治高度，使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稳步推进。

统一思想，全民上阵，提高参与“广度”
为转变村民思想，将“要我干”

的思想转变为“我要干”，赵家台村

通过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家风

家训承诺、入户宣传、示范村参观学

习、大扫除志愿服务等活动，让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热度不减。为进一步

扩大村民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参

与度，村内先后成立环境护卫队、环

保小卫士、门头沟热心人、党员志愿

服务队等队伍，队伍人群从老人到

小孩，从党员到群众，覆盖全村，真

正做到全民参与。

立章建制，稳中求进，注重效果“深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结合

联系赵家台村实际情况，建立有制

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督查的基础

设施管护长效机制、垃圾分类专项

工作制度，通过约束与奖励相结合

的方式，制定村庄环境卫生、农村垃

圾分类、农村公厕管护等相应管护

制度，做到建管结合，严格落实主体

责任。通过制定《赵家台村村规民

约》，约束村民不卫生、不文明、不健

康行为，提高村民的环境卫生和公

共道德的主体意识，确保人居环境

整治成果持续发挥作用。

落实担当，强化责任，加大工作“力度”
面对庞杂的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赵家台村分别针对党员和村民

开展“督查评比”。针对党员，划定

管辖区域并挂牌亮责，负责管辖区

域的卫生监督、治安巡逻等工作。

针对村民，制定环境奖励长效机制，

村卫生专干及监督小组每周定期对

各户进行检查，对卫生达标的村民

进行奖励，对未达标的村民持续跟

进，直到达标，有效增进了村民积极

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热情。党

员挂牌亮责、环境奖励长效机制的

实施，可以说让环境治理工作“一步

到位”，村内环境卫生大幅度提升，

效果俱佳。

贴近民生，关注品质，追求治理“温度”
在提升人居环境的同时，为给

村民送上温暖，赵家台村成立了“红

色·家”驿站，为村民、游客提供雨

伞、水、药品、收发快递等便民服务，

在为村民提供方便之门的同时，更

传递着赵家台村的红色基因，在新

时代新发展的快车道上，向党和人

民传递着赵家台村的红

色服务。除驿站之外，

村内还为村民发放垃圾

分类垃圾桶、垃圾分类

手册、环保布袋等贴心

小礼品，让赵家台村处处彰显着人

文情怀，让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有了

质的提升。

锐意创新，多措并举，提升工作“亮度”
赵家台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基

础扎实，亮点纷呈，随手一拍都是美

美的一帧。村口两边靓丽的花池，

由村内自行培育，常年花开；沿路墙

边，一个个别致的茶杯状“烟灰缸”

井然悬挂，这是村内“烟头不落地”

的重要原因；村民家门前悬挂的红

色“家风家训承诺牌”，更是诠释着

赵家台村安定和谐的社会风气。此

外，村内还为各户统一制定了橡木

门联，象征着赵家台村和谐与繁荣，

在提升人居环境的同时，更注重提

升村民的思想。

下一步，潭柘寺镇将把其他地

区的好方法、好举措吸收进来，并将

赵家台村的工作经验分享出去，合

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潭柘寺镇/提供

本报讯（通讯员朱利平）近日，

区武装部、区司法局联合开展新

兵家庭入户走访活动，为即将入伍

的新兵送上了法治教育第一课。

“军人通常在异地服役，家里

头遇到什么法律上的纠纷，常常

顾不上只能干着急。这个时候，

可以联系我们，国家对军人军属

在法律援助方面是有充分保障

的，很多案件都可以申请法律援

助，比如因医疗、交通、工伤事故，

以及其他人身伤害案件造成人身

损害或财产损失请求赔偿的，就

属于援助范围……”工作人员每

入一户，都要跟军人军属宣讲《军

人军属法律援助实施办法》，并结

合援助实际案例帮助他们认识法

律援助的作用和援助范围，同时

送上法律援助折页，留下联系方

式，告知每个家庭遇到了法律问

题可以及时联系区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这次走访的对象主要是入伍

新兵及其家人，工作人员和律师

除了解读法律援助规定，还就《中

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等内容进

行了宣传，为他们详细解读现役

军人和预备役军人应严格遵守的

法律和相关规定，并对入伍新兵

承诺书中的内容进行了解释。

“以前更多的是开展法治宣

传进军营活动，在军营里加强普

法。这次是走出军营走进家庭，

一户一户地讲，让一家人都能很

好地了解法律援助、兵役法等方

面的知识，既能增强军人军属的

法治意识，也方便日后可以及时

收集他们的法律需求，提高法律

援助的服务质效。”区司法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
为有效提升绿色施工管理水平，

近日，区城管执法局加大对门城

地区施工工地的检查力度，严厉

查处施工扬尘、泄漏遗撒等违法

行为。

在区政务服务业务用房及配

套工程项目施工工地，执法人员

详细查看了施工现场的土方苫盖

情况与扬尘防治措施，并向施工

方宣传《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施工方在

清扫地面的同时，采取洒水降尘

措施，避免清扫产生二次扬尘污

染环境。

永定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

长马如刚说：“按照现在的要求，

工地苫盖网必须要达到800目以

上。另外，在铺设的过程当中，要

注意苫盖网有无破损，如发现破损

要及时进行更换或者重新覆盖。”

据了解，从8月中下旬起，区

城管执法局不断加大对施工工地

的监管力度，截至目前，共检查施

工工地40多处，出动执法人员

180余人次，整改问题施工工地

12处，处罚15起。

下一步，综合行政执法队工

作人员将加大对施工工地的执法

检查力度，按照《北京市建设工程

施工现场管理办法》落实好六个

百分百和扬尘管控相关措施，对

施工工地现场存在违法行为的，

一律给予高限处罚。

本报讯（记者 陈凯）今年，永

定镇结合“创城”工作，持续开展

“黄土不露天”专项行动，并结合

百姓生活需求，提升改造裸露空

地。经过几个月的整治，辖区内

的裸露空地焕然一新，群众生活

环境大大提升。

位于云泽嘉苑社区北侧的石

门营便民健身运动公园是永定镇

今年裸露空地治理工作中的一处

重要成果。自从公园正式对外开

放后，这里就成为了周边居民休

闲健身的重要场所。

除了石门营便民健身运动公

园，在永定镇许多地方都发生了

可喜的变化，曾经漫天烟尘的空

地经过改造后，变成了一处处生

机盎然的绿地，原先的垃圾杂草

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

整齐的停车线。据了解，前期镇

政府对辖区空地进行了全面摸

排，建立专项台账，并按照“适地

适绿”的原则，对裸露土地分别制

定整改措施和方案。截至目前，

共整治裸露空地面积22万平方

米，其中绿化面积11万平方米，

苫盖面积10万平方米，建成停车

场1处。

裸露空地整治成效显著
百姓生活环境大大提升

本报讯为进一步推进市区两

级脱贫攻坚对口帮扶工作，9月7

日，区政协委员、民革门头沟区支

部副主委、北京京西昊霖文化科

技集团董事长杨大鹏带队赴内蒙

古察右后旗开展扶贫调研。

昊霖集团为内蒙古察右后旗

土牧尔台小学的师生送去了价值

2万余元的图书及学生用品，受

到了全校师生热烈欢迎。

随后，杨大鹏一行考察了察

右后旗蒙根高勒种养殖牧民专业

合作社和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

阿斯尔食品有限公司，详细了解

了产品的生产过程和销售情况，

购买千余元的扶贫产品。他表

示，将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搭建

更多的平台，贡献更多的力量，助

推我区与内蒙古地区对口帮扶工

作取得更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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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0
2 城子街道 100% 1 100% 0
3 东辛房街道 100% 0 - 0
4 大台街道 100% 0 - 2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1 100% 2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1 100% 2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 1 0%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3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 5 83%
10 王平镇 100% 100% 5 100% 2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 5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2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2 100% 3 100%
全区合计 100% 100% 11 100% 27 88%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龙泉镇 97.3 1
永定镇 96.8 2
潭柘寺镇 96.5 3
东辛房街道 96 4
军庄镇 95.7 5
城子街道 94.9 6
大峪街道 94.4 7

其他地区

王平镇 97.6 1
妙峰山镇 97.3 2
斋堂镇 96 3
清水镇 95.4 4
雁翅镇 95.2 5
大台街道 94.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