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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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城子街道 100% 0 - - -
3 东辛房街道 100% 0 - - -
4 大台街道 100% 0 - 2 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0 -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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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 5 75%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1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1 100% 6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3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 3 0%
全区合计 100% 100% 3 100% 2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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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第二周(10.5-10.11）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龙泉镇抓牢“四到位”持续深化“创城”工作

区妇幼保健院
开设儿童心理门诊

红红藜麦喜丰收 增加收入促旅游

热心服务社区 小家书写大爱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9月份环境考评得分表

携手助力“创城”
关心关爱残疾儿童

本报讯（通讯员孟娜）近一年来，

龙泉镇一手抓牢疫情防控不放松，

一手抓紧“创城”攻坚不松劲，把“创

城”工作抓在经常、融入日常，不断

深化文明创建水平，提升百姓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抓问题整改，指导督查到位。

龙泉镇统筹成立3个“创城”、防疫

工作指导组，分片区对35个村居、3

个农贸市场开展全覆盖检查指导，

针对垃圾分类、疫情防控、“创城”台

账整改落实等工作进行规范化指导

和督促。9月份以来，区级“创城”台

账总数1503个，截至目前，整改完

成1485个，整改率98.8%。

抓社会动员，活动开展到位。

深化品牌活动开展，寓文化传承和

宣传教育于活动之中。围绕国庆、

中秋“双节”，组织各村居开展丰富

多彩的文明创建主题活动。一个月

以来，开展“读家书、传家训、正家

风”活动、“我们的节日”之中秋节系

列主题活动、迎国庆文艺汇演等

100余场次。

抓专项整治，检查执法到位。

持续开展私搭乱建拆除、乱堆乱放

治理、楼道清理、停车秩序整治、垃

圾分类提升文明创建五大行动，针

对环境秩序整治、垃圾分类等工作

进行专项执法检查。9月以来，查处

占道经营违法行为30余起，检查垃

圾分类情况154家次，拆除、规范破

损牌匾、条幅、沿街简易广告牌20

余处。整治高家园东街乱停车现

象，安装车道护栏100片。

抓民生短板，美化提升到位。

精准摸排9个背街小巷，建立项目

库，围绕路面硬化、卫生净化、立面

美化等开展背街小巷环境治理。

对龙泉务村、琉璃渠村、三家店村7

条主要街道、10余条背街小巷的2

万余平方米坑洼不平路面进行施

工。同时，加强背街小巷的常态自

查力度，构建找问题、建台账、强整

改、查反弹的工作闭环流程，常态

开展“文明星期五、爱卫我先行”活

动，组织辖区志愿者对背街小巷、

社区小广场、楼道内、绿化带等地

的环境卫生进行巡查清理，7月以

来，已开展活动14次，参与人数近

1万人次。

下一步，龙泉镇将继续深化

“创城”五大行动，强化统筹联动，

加强村居、物业、职能科室的沟通协

作，统筹抓好环境卫生整治、垃圾分

类等“创城”各项工作，以环境整治

促“创城”、以“创城”解决百姓难题。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寒露时节，秋意渐浓。早上7
时，清水镇下清水村的气温只有 6℃，但火红的藜麦田

里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村民们早早就来到

了清水河边的田间地头开始劳作，他们钻进一人多高

的藜麦田，挥舞着镰刀，扎起了藜麦穗，享受着丰收的

喜悦。

下清水村党支部书记王进生介绍：“去年，在区科

信局的帮助下，村里试种了50亩藜麦，收入50多万。今

年，除了种植藜麦，还种植了谷子、高粱、油葵等农作物

近100亩，农作物长势良好，预计收入可达70万元。”

藜麦不仅是一种经济作物，还是一种观赏植物。

进入秋季，藜麦由绿变黄、变红，成为了花谷中一道美

丽的风景。王进生说：“今年，藜麦种植在花谷里收到

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自 9月初开始变红后就有许多游

客前来观赏，‘双节’假期期间景区接待了近 2 万名游

客，集体收入增加了，花谷也成了网红打卡地，这是带

给我们的意外收获。”

村民王进军一边忙着收割藜麦一边对记者说：“现

在我们的热情可高了，不用出村就有活儿干，有活儿干

就有工资呀！花谷和村里种的这些庄稼我们就忙不过

来，大家伙儿心里都高兴！”

本报讯（记者 杜潇羽）在我们

身边有这样一个家庭，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他们全员上阵，在各自力所

能及的岗位上抗击疫情。日常生活

中，他们更是社区里的热心人，把社

区当作自己的家，这就是冯村嘉园

社区主任邸秀梅一家。

身为社区主任的邸秀梅，虽然

已年近七旬，但在工作中任劳任怨，

不计名利，不怕困难，勇于担当，带

领班子成员共同为社区的建设和发

展贡献力量，冯村嘉园社区两次被

评为北京市先进居委会。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邸秀

梅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无论是入

户排查，还是上报报表、后勤保障、

帮隔离人员送物品等，都能看到她

忙碌的身影。她还带动儿子、儿媳

一起参与。大年三十，她安排儿媳

站了第一班岗，紧接着还连续几天

协助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办理出入

证，遇到临时岗位缺人的时候就随

叫随到。下雪时，邸秀梅主动带领

一家人出来扫雪铲冰。儿子也多次

站岗执勤，为隔离人员送快递、扔垃

圾。在捐款活动中，一家五口各自

献出了自己的爱心。

邸秀梅的丈夫说：“她整天的在

社区里忙，把自己当成年轻人，什么

活儿都干。有时工作到很晚，回家

太晚怕打扰家人休息，她就直接住

办公室。”

邸秀梅带领社区的干部群众积

极投身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她主动

联系物业和相关部门形成合力，经

常加班加点清理堆物堆料、清除小

广告。在“创城”工作中，她的儿媳

也担任了社区“一日三巡”的巡查

员。白天上班，她就利用晚上和休

息日巡查楼道卫生，看到哪里不符

合要求就自觉去清理，为社区“创

城”迎检和社区的环境整治作出了

自己的贡献。

在家里，她教育子女们要爱岗

敬业，做一名积极向上业务过硬的

好员工。尤其在对孙子的教育上，

本就是退休教师的邸秀梅更是下功

夫。邸秀梅不遗余力地培养孙子优

秀的道德品质，认真刻苦的学习态

度。儿子儿媳下班晚，从幼儿园到

小学，爱人负责做饭，辅导孙子的重

任就落在了她的肩上。尽管在外工

作一天很累，但她仍坚持辅导孙子

写作业。另外，她还教育孙子要积

极参加公益活动。每逢寒暑假孙子

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法制教育、环

境整治等活动，从小养成了爱学习、

善环保的优秀品质。

邸秀梅90多岁的婆婆住在老

家，每年她都要接婆婆来家里住上

一段时间。全家人对老人敬爱有

加，经常陪老人聊天，带老人出去遛

弯儿，为老人洗澡等，四世同堂，其

乐融融。

平凡却甘于奉献的邸秀梅一

家，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社区是

我家的涵义。社区居民们都说：“也

许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个家庭的

力量也是有限的，但当千千万万像

邸秀梅一样的家庭参与到社区的建

设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会才会

变得越来越好。”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区

残联联合爱心社会组织开展“携

手助力‘创城’关心关爱残疾儿

童”主题活动，为残疾儿童家庭送

去温暖和祝福。

在区残联的二楼会议室，志

愿者们正在为残疾儿童家庭进行

拍照前的准备工作。为了减少大

家等候的时间，工作人员按照叫

号的方式，有序指引不同家庭进

行化妆。随后，大家来到一楼拍

摄场地，严肃的办公场所被装饰

成温馨的摄影棚。孩子们和家人

笑意盈盈，拍摄了一组组温暖幸

福的全家福照片。

一位家长说：“这是一个非常

有意义的活动，现今的生活当中，纸

质照片越来越少了，而且像我们这

样有残疾孩子的家庭，生活上有

很多的遗憾，所以这个活动给我们

每个家庭都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拍摄完毕后，每个家庭在现

场就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照片。

志愿者说：“在活动中，会现场打

印一张六寸的照片，并配上精美

的相框送给他们。后期，还会再

精修一张24寸的照片，做一个水

晶的相框，送给每个家庭。”

据了解，活动为近40个特殊

家庭送去了祝福和关爱。

区残联副理事长赵金明说：

“下一步，我们还将组织开展其他

类别的公益活动，让更多的社会

组织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进来，

也让孩子们更多地享受到党和政

府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

本报讯（记者谢琪锦张欣皓）
近日，区妇幼保健院开设儿童心

理门诊，引进心理测试筛查及沙

盘训练项目，将孕妇、儿童心理干

预和训练融为一体，关注孕妇和

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在沙盘训练项目中，一名儿

童正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创造

自己的沙盘世界，在游戏中自由

真实地表达自己，老师可以通过

孩子摆放的画面走进他们的内

心，了解他们的想法，向家长提出

孩子的成长建议。

一位家长说：“通过这个培

训，让我们更了解孩子，知道培养

孩子的方向。家庭教育中忽视的

一些事情，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充

分的补充。”

据了解，该医院开设的儿童

心理门诊每天就诊时间为上午8

时30分至12时，服务人群面向

孕妇和儿童。

心理医生介绍：“开设这个门

诊，能提早帮助家长发现孩子的

一些问题，通过我们对孩子的训

练，对家长的指导，能够把一些问

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样既能促

进孕妇自身的健康与胎儿的生长

发育，也能使青少年更好地成长、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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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2 1

东辛房街道 91.29 2

军庄镇 89.83 3

大峪街道 89.69 4

龙泉镇 89.41 5

城子街道 88.76 6

潭柘寺镇 85.76 7

其他地区

王平镇 94.13 1

斋堂镇 91.45 2

清水镇 91.11 3

雁翅镇 90.64 4

妙峰山镇 90.31 5

大台街道 90.03 6

以环境整治促“创城”以“创城”解决百姓难题

本报讯（记者 闫吉）10月 8

日晚11时至9日凌晨1时，区委

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带领区生态

环境局、城管执法局、交通局、住

建委等部门，到西六环石门营收

费站、永定镇大灰厂渣土车检查

站和部分在施工地，检查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落实情况。

执法人员拦截过往大型运输

车辆，要求驾驶人员提供详细证

件，并对大车尾气进行检测。对

证件不全，违规上路运营的车辆

进行了暂扣，并对驾驶员进行了

处罚。

付兆庚还询问了过往大货车

的运货目的地，仔细查看了检查

点车辆登记记录和执法情况。

付兆庚强调，区各相关单位

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摸清渣

土车辆运输规律，科学安排执法

力量。执法部门主要领导要靠前

指挥，严督实查，建立健全处罚机

制，加大查处力度，对大型货车运

输遗撒、超限超载、尾气排放不合

格等行为，依法依规采取高限处

罚，绝不姑息。要加强源头把控，

强化工地动态管理，对进出道路

硬化、车辆清洗、场地洒水降尘等

防控措施进行再排查，督促企业

全面落实主体责任。

付兆庚还叮嘱执法人员，要

做好自身健康防护，各执法部门

要形成长效工作机制，保持道路

扬尘治理的高压态势，切实把各

项工作做细做实。

区领导张翠萍参加夜查。

本报讯（记者 张修钰）10月
7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

庚到液压支架厂棚改安置房地

块，现场调度市政配套工程推进

情况。

在施工现场，区城管委介绍

了液压支架厂棚改安置房地块市

政配套工程前期工作情况；门城

投资公司汇报了道路建设和市政

管线需协调解决的相关问题。

付兆庚指出，棚改安置房市

政配套设施建设是一项涉及水、

电、气、热和道路的系统工程，相

关配套设施不到位，影响百姓生

活，这是关乎民生的大问题，各部

门要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一

定要把这些民生工程办实、办好。

付兆庚要求，要科学调整市

政配套设施建设方案，根据实际

情况完善设计方案，按照“密路

网、微循环”的思路，建设道路配

套设施，提升区域整体通行效

率。要强化组织协调能力，各相

关单位要安排专人抓项目、盯项

目，加快施工进度，遇到重要问题

要及时研究解决，确保市政配套

工程早日完工，为百姓生活居住

环境和便利出行创造最佳条件。

区领导夜查污染天气
应对措施落实情况

区领导调研棚改安置房
市政工程推进情况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我 们 在 行 动我 们 在 行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