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镇/街 镇级河长巡河率 村级河长巡河率 镇、村河长发现问题数 镇、村河长发现问题整改率 第三方发现问题数 第三方发现问题整改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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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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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0% 1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2 100% 2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1 100% 1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 1 0%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1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1 100% 2 8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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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66%

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17171717 94%94%94%94% 17171717 89%89%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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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排名本月排名本月排名本月排名

门城地区

永定镇 93.59 1

潭柘寺镇 91.83 2

军庄镇 91.79 3

城子街道 91.41 4

大峪街道 91.07 5

东辛房街道 90.67 6

龙泉镇 89.57 7

其他地区

大台街道 92.35 1

王平镇 90.87 2

斋堂镇 90.57 3

妙峰山镇 90.56 4

清水镇 90.39 5

雁翅镇 87.3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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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第三周(9.14-9.20）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坚守初心用真情讲述战“疫”故事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2020年8月份环境考评得分表

军地携手话初心
合力奋进强党建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虹）
9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对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进
行表彰，这其中，我区城子街道龙门
新区三区的党支部书记佟广华赫然
在列。这项荣誉是对佟广华在防
疫、抗疫工作中的肯定，也给所有奋
战在抗疫一线的社区工作者打了一
针“强心剂”。

佟广华是城子街道龙门新区三
区的党支部书记，在她20多年的社
区工作中，今年格外难忘，因为，今
年的社区，打了一场艰难的战役。

时间回到大年初一，一个从武
汉回家过年的居民回到了社区，佟
广华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做出判
断：“必须马上进行隔离，要保障好
社区所有人的安全。”

据佟广华回忆，当时，她的脑
袋里闪过很多想法，毕竟武汉那边
疫情态势不好，咱们这边还没有下
达具体的防控要求，但保证社区居
民的安全高于一切，于是她快速与
这位居民沟通，商议好由社区来照
顾她的日常生活，像每天食物的采
买，生活垃圾的处理，都让专人来
负责。

与此同时，社区的防控也要安
排起来，佟广华立刻把社区的4个
片区，8个出入口封闭4个，只留下
4个主要卡口，再安排好各个时间
段的值守人员，这才心里踏实了一
些。然而，她并没有松劲，接着用一
个礼拜的时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
入户调查6、7次，把社区的人员情

况全部摸了个透。
当下，疫情态势平稳向好，社会

恢复了正常运转，再谈及疫情，佟广
华依然对值守、夜查这一项项疫情
时期的特殊工作记忆犹新，好像昨
天刚刚发生一样。

“疫情刚出现的时候，正是最冷
的时候，志愿者都按照安排守着卡
口。有一天正好赶上下大雪，凌晨
我去卡口，地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脚
印，都是我们值守人员走的，实在是
冷呀，不走他们的脚全冻麻了，我真
是心疼。就这么一天天的，从三九
天站到三伏天。”

当时疫情的严峻，加上寒冷的
天气，让卡口值守工作更加艰难。
佟广华告诉记者，在她眼里，社区工
作者还有这些志愿者们，都像她的
孩子一样，她真舍不得她们受苦。

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说：“从社区
设卡口第一天起，主任就每天给值
守人员熬姜汤、煮热鸡蛋，像暖宝
宝、厚被子这些取暖的东西，主任也
早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社区
早早的就搭起了值守帐篷。这些都
是主任把事情想在前面，就怕值守
的同志们挨冷受冻。到了元宵节，
主任还给每个值守人员送上一碗元
宵，不停地跟我们说‘辛苦了，过节
也没能让你们回家，多跟家人待会
’，其实她才是一直忙，顾不上家的
那个。”

一提起家，便触及到了
这位女战士的伤心处，佟广
华想起疫情时离世的母亲，
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她说：

“接到家里电话的时候，母
亲已经过世了，我绷着劲把

凌晨的卡口都转完，再赶回去也是
晚了，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
到。”

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母亲的突
然离世，让佟广华十分心痛，但想到
社区里300多名重点居家观察人
员，2010户居民，5800多人的生命
安全更需要她，佟广华从悲痛中硬
生生站了起来，处理完后事后，即刻
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坚守一线阵地，
守卫着她的家园。

经历了这次疫情大考，佟广华
想着要把社区工作做的更细才行，
在社区内实行“社区盾”，让居民有
了实名电子出入证，保证居民出入
社区人脸识别的同时还能电子测
温，也进一步提升社区疫情常态化
的防控管理水平。此外，她还结合
当下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给社区
的垃圾桶安上了电子指导系统，科
学引导居民分类垃圾，诸如此类许
多便民、利民的措施，佟广华始终抱
着为大家服务的态度，认真做好每
项工作。

谈及社区工作，实在有太多的
琐碎事和困难点，这里夹杂着人情，
更关乎着公理。佟广华虽然身处在
社区工作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但她
用细致耐心、真心实意，成为了社区
中深受大家爱戴的当家人。

本报讯（记者 杨爽）9月18
日，区委党校联合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到驻区某部队开展“军地携
手话初心 合力奋进强党建”红色
诗歌朗诵会活动。

朗诵会在原创红色诗朗诵
《两个马兰贯穿一个神州》中拉开
帷幕。整场活动节目形式新颖多
样，分为红色家书诵读、诗歌朗诵
和歌曲合唱3个部分。区委党校
教师和部队官兵们围绕军地共
建、疫情防控等主题，携手演绎了
《这就是军人的全部》《向武汉前
进》《人民会记得》《生命战歌》等
主旋律作品，博得了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演出结束后，全体成员来到
户外观赏部队专业技能展演。通
过机械叉车特色表演，官兵们用
实力展现出人民军队朝气蓬勃、
勇往直前的光辉形象。

区委党校教师张连妹说：

“我区一直在致力打造‘红色门
头沟’党建品牌，党校也一直肩
负着这样的责任和义务，来更好
地传承红色基因。因此，也想利
用这样一次活动，实现军地携手
话初心。利用诵读红色家书的
形式，更好地传承我区的红色
文化。”

这次军地共建活动进一步发
扬了“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
荣传统，通过将群众文化活动与
爱国拥军活动有机结合，推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
化，营造“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
水一家亲”的社会氛围。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陈
寿东说：“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红
色党建引领，牢记初心使命。军
队与地方共同开展红色故事共
讲、红色歌曲共唱、红色经典共
读、红色阵地共建活动，打造革命
老区特色的红色‘双拥’文化。”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杨铮）
近日，永定镇联合区城管委针对
泰安北路乱停车问题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通过宣传引导、加强值守、
维修护栏等方式，逐步改善地区停
车秩序，为群众出行提供便利。

泰安北路位于北京长安天街
商场南侧，由于周边餐饮企业和
商户较多，车流量较大，这里经常
出现乱停车现象。一些人为了自
身方便将道路的安全护栏拆除，
把私家车停放在自行车道。还有
的车主将车停在了人行步道上，
甚至直接停在机动车道，造成交
通堵塞。这些乱停车现象不仅影
响了周边市民的正常出行，同时
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永定镇

在接到群众反映后，充分发挥“街
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与区城
管委联合开展专项整治。组织工
作人员在乱停车辆的挡风玻璃前
张贴相关告知，并通过电话告知
车主，限期移走车辆。

除了张贴告知，开展宣传引
导，镇政府还与区城管委对接，安
排施工单位，修复损坏的安全护
栏，恢复现场停车秩序。截至目
前，已发放告知书2000余份，出
动人员近百人。

永定镇综合办主任闫卫杰
说：“接下来，将与区城管委统一
制定长效机制，安排人员24小时
长期盯守，防止乱停现象反弹，保
证市民出行畅通。”

永定镇整治乱停车现象
营造良好出行环境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动物医院未明码标价
严格查处立即整改

电梯频繁故障影响出行
更换配件问题彻底解决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接到群众
投诉，反映区内某动物医院收费偏
高且医药价格不透明的问题。

执法人员第一时间与消费者
沟通了解宠物治疗情况后，立即对
该动物医院医疗收费进行突击检
查，详细了解宠物常见病收费标
准。经查，该动物医院的医药价格
未按规定在其服务场所的显著位
置公示。对此，执法人员责令该动

物医院立即改正，并当场处以
1000元罚款。检查过程中，相关
消费者均反映宠物医院普遍存在
价格制定不透明、先诊疗后收费、
收费明细模糊等问题。执法人员
就相关问题向消费者讲解，建议
消费者一要看医院悬挂的动物诊
疗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医院的收
费标准和明码标价，二要了解医
生具备的相关资质，三要注意诊

疗流程是否正规、环境是否整洁
和设备是否齐全，以避免不必要
的经济损失。

截至目前，区市场监管局共收
到宠物医院价格方面的投诉举报6

个，已经依法分别给予警告或罚
款，并按时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消费
者。下一步，将对全区动物医院开
展价格专项检查，规范明码标价，
严禁宠物医院“任性”收费。

近日，市民反映，城子街道龙
门新区A6小区5号楼2单元的电
梯已经多天无法正常使用，并且经
常出现问题，希望相关部门协调彻
底解决此问题。

城子街道接诉后，社区工作
人员立即会同物业共同前往现场
核查。经与单元住户了解，此电
梯日常使用频率较大，经常出现
问题，单元内大部分是老年人和

残疾人，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经
过专业人员的详细排查，最终确定
问题出在电梯运行的电缆上，导致
数据显示不稳，电梯故障不断。为
了彻底解决电梯故障问题，物业公
司联系厂家，订购并更换了电梯电
缆，经过调试，观察运行数据，电梯
恢复正常运行，频现故障问题彻底
解决。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示非
常满意。

处置中处置中

执法现场执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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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带队
检查城市绿化美化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凯）9月19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带队
到门城地区部分主要道路和公园
绿地检查城市绿化美化工作。

每到一处，付兆庚都详细查
看苗木质量、绿化铺装等工作，并
听取相关工作汇报。

付兆庚指出，城市绿化美化
工程不仅是改善城市面貌的一
项重要工作，更是提升市民生活
环境的重要民生工程。区相关
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
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提升我
区城市绿化水平。要严格按照
设计方案高标准、高质量对空地

进行建设，选择适宜的树种和优
质苗木，科学掌握树木生长规律
和成长周期，确保成活率。要紧
抓薄弱环节，针对苗木密度不
够、坏死等问题及时进行补栽，
并选择合适的特色花卉，建成层
次多样、景观优美的绿化景观。
要加强部门联动，区园林绿化
局、城管委、公路分局等部门要
相互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全力
做好今冬明春的绿化养护工作，
进一步扩大我区城市绿色生态
空间，努力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

区领导王涛参加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