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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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 0 -

2 城子街道 100% 1 100%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3 100% 0 -

4 大台街道 100% 0 - 1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3 100% 4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 2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 2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0 - 1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 2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7 100% 4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 5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1 100% 1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2 100% 2 100%

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18181818 100%100%100%100% 24242424 100%100%100%100%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永定镇 98.9 1

城子街道 97.6 2

龙泉镇 97.3 3

东辛房街道 96 4

大峪街道 95.1 5

潭柘寺镇 94.4 6

军庄镇 93.6 7

其他地区

大台街道 96.8 1

妙峰山镇 96.2 2

王平镇 96 3

清水镇 95.7 4

斋堂镇 95.4 5

雁翅镇 94.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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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第四周(9.21-9.27）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相关部门严格把关 市民放心消费旅游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9月份第4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依法严查“四风”问题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皓）
“两节”来临，我区消费市场活跃，气
氛浓厚。区商务局组织全区各大商
场、卖场、电商平台举办以“中秋、国
庆”为主题的促销活动。

国泰百货商场有针对性地组织
节令商品、名特新优商品开展了线
上线下联动、打折、积分兑换等形式
的促销活动，很多市民一早就前来
选购，掀起了节日集中消费的热潮。

一位市民说：“为了‘两节’提前
出来消费,感觉商品挺实惠的，东西
也挺全的。”

国泰百货商场办公室主任张海
维说：“我们在原有大力度优惠活动
的基础上，保证货源充足，保质保
量，‘十一’假期期间，将根据客流情
况，采用自然闭店方式，满足市民的
购物需求。”

此外，区商务局要求各商贸流
通企业严把进货关，严格执行商品
进货验收和索证索票等相关制度，
保证进货渠道安全。

又讯（记者 陈凯）近日，区城管
执法局组织相关镇街综合行政执法
队，在各景区周边开展环境秩序专项
整治行动，大力营造良好旅游氛围。

在潭柘寺镇八奇洞景区周边的
一家餐饮企业里，执法人员详细检
查了垃圾分类和厨余垃圾清运工
作，并对餐饮单位的燃气间、燃气管
道、报警器进行检查，要求企业员工
进一步提高自身安全意识，及时排查
消除火灾隐患，杜绝火灾事故发生。

随后，执法人员又到潭柘寺景
区进行检查，详细查看景区疫情防
控措施和商户“门前三包”责任制落

实情况，并要求景区切实做好限流
措施和北京健康宝信息查询等工
作，督促景区商户自觉遵守经营秩
序，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

潭柘寺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
人员说：“‘十一’假期期间，将继续
加强景区周边的检查力度，严查黑
导游、无照商贩等违法行为，同时加
大商户、餐饮单位的检查频次，要求
他们落实主体责任，努力为市民出

行提供良好环境秩序。”
又讯（记者 杨铮 陈凯）随着中

秋、国庆长假的来临，不少市民都开
始计划假期出游行程。由于疫情的
原因，我区的各大旅行社都已取消
了境外旅游产品。而国内出游、小
众景点路线则成为了今年假期出行
的新风向，特别像北京周边游、一日
游等旅游产品已变成市民的首选。

旅行社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
所有在市文旅局备案的旅行社目前已
全部取消了国外旅行产品，如果市民
接到有关国外游玩的介绍电话或推
荐，需提高警惕，可致电客服电话或到
门店进行咨询，防止财产受到损失。

据了解，市民在购买旅游产品
后，相关部门会通过大数据系统核
查出行人的轨迹信息，在确认无误
后，旅行社才能为顾客预订出游计
划。同时，在出行前一周，出行人需向
旅行社提供连续7天的健康宝信息，
避免交叉感染风险，确保旅游安全。

旅行社工作人员同时提醒：“出
行前，市民需要准备好口罩、消毒纸
巾和免洗洗手液等相关用品，如因
疫情原因，导致行程取消，旅行社会
进行全额退款。”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皓）
9月26日，区纪委区监委开展节前
专项监督检查。区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范永红带队，到我区部
分单位和超市，检查“四风”问题、餐
饮浪费及落实秋冬季疫情防控要求
情况。

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双峪物
美大卖场，检查商场落实测温、登
记等各项防疫措施情况，督促商场

提前做好节日期间和秋冬季疫情
防控工作。同时，还重点检查了商
场出库单、票据，抽查是否有单位
存在虚列支出、公款购买月饼礼盒
等问题。

随后，检查组一行来到大峪街
道办事处机关食堂，调取该单位财
务发票及食堂送货单、购物明细等
票据，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超标准公
务接待，使用“白条”报销等问题。

午餐时间，检查组一行来到石
龙开发区，实地查看了员工食堂
菜品菜量管控情况、用餐人员是
否有浪费行为，并对开发区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垃圾回收设施情况
进行检查。

区纪委区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主任于晓君说：“这次检查，主要目
的是通过检查来发现问题，压实责
任，为区委各项决策部署和区政府

的重点工作提供纪律和作风保证。”
据了解，中秋、国庆两节期间，

区纪委区监委将持续保持监督检查
高压态势，紧盯公务活动、机关食
堂、国企商务接待等重点领域，坚决
纠治“四风”和餐饮浪费行为。另
外，也将加强对节日期间疫情防控
责任落实、工作推动、制度执行等情
况的监督检查，营造风清气正、勤俭
节约的节日氛围。

我区召开财政资金支出进度
和重点工程项目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安振
宇）9月29日，我区召开财政资金
支出进度和重点工程项目推进
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出
席会议。

区财政局通报全区各预算单
位大额项目及使用特别国债安排
的项目支出情况，区发展改革委
通报全区重点工程项目及固定资
产投资任务完成情况，相关单位
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
措施。

关于财政资金支出工作，付
兆庚要求，一是强督查，确保完成
市级考核任务。各部门要对牵头
负责的项目尤其是大额项目逐项
进行梳理，分析支出缓慢的根本
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确保
达到考核要求。二是严审核，做
好2021年预算编制工作。全区
要切实落实“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的要求，充分考虑各种因素，
合理把控项目投入节奏进度，防
范支出风险。三是降成本，落实

“过紧日子”要求。各部门要加强
与市级部门沟通，用好市级支持
政策。同时，要厉行节约，进一步
压减非必要支出，精打细算，把钱
花在刀刃上。

关于投资和重点工程项目推
进工作，付兆庚要求，一是要紧盯
数据。主责单位要想方设法，确
保报统数据不漏、不少、不迟，做
到应统尽统，坚决杜绝该统未统
现象发生。二是要珍惜时间。各
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抢抓时间，
确保年底各项工作高标准完成。
三是要落实责任。各部门要切实
扛起自身职责，层层压实，加快推
动项目进度，确保项目顺利推
进。四是要强化协调。各部门要
相互配合，打组合拳，提升工作质
量和效率，实现全年工作任务目
标。五是要确保质量。要严把建
设公司准入关，筛选优质公司进
行施工，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区领导庆兆珅、赵北亭参加
会议。

政法系统举办第一届
“忠诚·为民·担当”主题演讲比赛

本报讯（记者 闫吉 郭映虹）9月 25
日下午，区政法系统举办第一届“忠诚·为
民·担当”主题演讲比赛。区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刘贵明，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
长孙鸿博到场观赛。

比赛中，10名演讲者为大家带来《大
山深处 赤子情深》《铁肩担道义，侠骨促
公平》等荡气回肠又饱含深情的政法故
事。他们以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多
侧面、多角度展现了我区政法干部守初

心、担使命、勇作为的先进事迹。
一个个忠诚为民的政法故事，一段段秉

公为民的执法佳话，让现场掌声不断。这些
鲜活的事例与感人的故事，激励着在场的政
法工作者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矢志不渝地践行“忠诚·为民·担当”。

10名政法干部宣讲结束后，评委们
进行了现场点评。经过评选，区公安分局
的王涵艺、区检察院的孙成成获得一等
奖，刘贵明为获奖者颁奖。

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农民用水协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110109500716101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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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 30日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中心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注 销 公 告

“迎双节、战疫情、美丽门头沟”
美术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
9月29日，由区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中共石龙开发区服务
中心党组主办，区美术家协
会、石龙开发区党群服务中
心承办的“迎双节、战疫情、
美丽门头沟”美术作品展在
石龙开发区艺术厅开展。

为把奋勇抗击疫情、建
设绿水青山、扶贫攻坚奔小
康的奋斗精神用美术家手中
的画笔表现出来，区文联积
极组织美术家深入清水镇进

行采风，特别是疫情严控期
间，广大艺术家自觉通过电
视、互联网、手机等多种形式
进行了素材收集，创作了一
幅幅饱含深情又接地气的美
丽画卷。

据悉，此次共展出作品
71 幅，旨在进一步普及优秀
传统文化，把热爱党、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乡
的真挚情感化作努力奋斗
的不竭动力，奋进新时代，
成就新时代。

区领导与市文旅局
检查节前旅游安全工作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
区委常委、副区长庆兆珅与市文
旅局相关负责人检查我区节前旅
游安全工作，实地查看了定都阁景
区周边环境整改情况和紫旸山庄、
一瓢客栈、潭戒景区的安全管理情
况。

市、区领导要求，全区各镇街
要加大对景区周边的环境整治力
度，安排专人对景区周边配置的

垃圾箱进行排查，保证垃圾及时
清运。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这根弦，强化风险意识，坚持问
题导向，突出重点，加大对景区检
查力度，消除隐患，确保景区安
全。各经营单位要在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基础上，切实加强责任意
识和服务意识，严格落实节假日
值班值守制度，做好应急预案，确
保节日旅游安全。

我区举办第十一届中国统计开放日
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月启动仪式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9
月28日，我区举办第十一届
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宣传月启动仪
式。市统计局总经济师虞京
平，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陆
晓光出席启动仪式。

本次活动通过视频影像、
快板、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号召
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支持人口普

查工作。活动的成功举办标志
着我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
传月正式启动。在一个月的时
间里，全区将开展人口普查宣
传进社区、进校园等宣传活动，
统筹全区各类宣传媒介力量开
展系列宣传活动，加大普查宣
传品投放力度，为接下来的
入户摸底和正式登记工作营
造良好氛围。

区人大代表视察我区美丽乡村建设
与脱贫攻坚和垃圾分类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9月
29日上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
国才带领部分区人大代表到清水
镇，视察我区美丽乡村建设与脱
贫攻坚和垃圾分类工作。

陈国才一行先后到清水镇洪
水口村、梁家庄村，实地查看了村
容村貌，调研美丽乡村建设情况，
参观精品民宿院落，了解民宿经
营和惠农政策落实情况，并检查
了农村生活垃圾桶站和农户垃圾
分类情况。区人大代表们围绕视
察主题积极建言献策。

陈国才指出，区政府及相关
部门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积极践行区委当好“两山”理
论守护人的决策部署，农村发展

不断迈上新台阶，美丽乡村建设
取得阶段性成果。

陈国才强调，2020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区
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对标对表三
年行动的任务目标，抢时间、早谋
划、提进度、抓落实。要统筹兼
顾，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下，
进一步深化、巩固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成果，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补足配套设施短板，突破重点
难点，矢志不渝打造“红色门头
沟”党建品牌，坚持绿色发展，深
入践行“两山”理论，建设更高水
平的美丽宜居乡村。

区领导许彪、何渊、陈波、王
涛参加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