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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峪街道 向阳东里社区 100 1

2 军庄镇 北四社区 100 1

3 永定镇 西悦嘉苑 100 1

4 城子街道 华新建社区 98 2

5 大峪街道 新自建社区 97.5 3

6 东辛房街道 河南街社区 97 4

7 东辛房街道 矿建街社区 96 5

8 城子街道 广场东街社区 95.5 6

9 城子街道 新老宿舍社区 95.5 6

10 城子街道 矿桥东街社区 9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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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镇建立“红色永定”网军队伍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连日来，永

定镇结合“接诉即办”工作，在各村
居建立“红色永定”网军队伍，通过
开展“走千家、进万户、访民情、听民
声”大走访活动，推动“接诉即办”向

“未诉先办”延伸。
孙保军是永定镇何各庄村委会

的一名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入户走
访村民。走访中有村民反映楼道电
梯内有宠物小便，孙保军了解情况
后立即到现场查看，安排保洁人员
清理卫生，并张贴文明标语。快速
有效的处理方式，让村民们的烦心
事、操心事得到了关注和解决。

一位村民说：“原先我们有问题
想反映，都不知道找谁，有时候反映
半天也没人给解决。现在不一样
了，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找我们了解
情况，所有问题都第一时间解决和
反馈，感觉社区环境越来越好了，幸
福指数越来越高！”

了解百姓诉求、关注难点问题、记

好民情日记，是孙保军的工作职责。自
从加入“红色永定”网军队伍后，孙保军
的工作量虽然加大了，但他从不抱怨，
一直努力解决群众身边的各种诉求。

孙保军说：“现在，我们整个村
委会成员已全部加入到网军队伍
中，每天入户走访近20户村民，针
对大家反映的各类问题，进行详细

记录，基本可以做到当日反馈当日
解决，对于一些有难度的问题，我们
会进行开会上报，用最快的时间给
村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据了解，像孙保军这样的网军
队员在永定镇还有很多。从今年10
月开始，永定镇51个村居全部建立
了“红色永定”网军队伍。截至目
前，共走访入户6132户，收集意见
建议898条，立行立改865条。

该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王富军
说：“目前，我们正在全面梳理各村居
大走访活动的开展情况，对居民反馈
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分类汇总，接下
来，将充分发挥‘红色永定’网军队伍
的作用，结合‘接诉即办’‘创城’、垃
圾分类等重点工作，持续开展好大走
访活动。对村民提出的难点问题，进
行专题研究、统一部署，进一步明确
整改时间、整改责任、整改目标，确保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不断推动‘接诉
即办’向‘未诉先办’延伸。”

1.北京如意商务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客房服务员：4名，不限学历，月薪3000-4000元
（2）前台接班：4名，不限学历，月薪3800-4500元
（3）前台领班：2名，不限学历，月薪4000-5000元
（4）餐饮服务员：4名，不限学历，月薪3800-4500元
（5）砧板小工：2名，不限学历，月薪3800-4500元
单位地址：海淀区
联系方式：汪先生51901605 17611250716

2.中京国际保险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1）车险专员：20名，不限学历，月薪4000元以上
（2）加油站统计员：2名，高中以上学历，月薪3000-5000元
单位地址：石景山区
联系方式：13810863264

3.北京伍周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除臭运营专员：1名，大专学历，月薪4000-600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王经理 18311013816

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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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7日至10月 6日期间，对
13个属地单位所辖的共71个社区、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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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项指标。

（二）检查问题
现场共检查802处点位，发现7

类问题共计 433 处，问题发生率
34.2%；主要问题为语音提示装置设

置、洗手装置设置、厨余垃圾分类不
纯净、站点周边脏乱、投放站点编号
设置及站点周边堆物堆料等，占问题
总量的89.63%。

（三）考核排名情况
1.社区组周评比前10名见表1，

后10名见表2。
2. 村居组检查情况
本周共9个村检查效果较好，检

查得分为满分。后10名排名见表3。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本报讯（记者 杨爽）大台街
道针对群众向12345热线反映
的部分社区供水管道跑冒滴漏
现象严重的问题，在9月中旬启
动了老旧供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
全力解决百姓吃水、用水难题。

在大台街道玉皇庙地区的
板桥村，5名施工人员正在原有
管道上方进行开挖作业，为铺设
供水主管道做准备。

现场施工负责人王鹤说：
“板桥村正处于管道施工阶段。
施工单位正加大人员和机械的
投入，在满足工期的前提条件

下，安全、保质、保量地把工程顺
利完成。”

目前，板桥村已完成供水管道
铺设700余米，新建水表井近30
个，全部工程预计10月底完工。

据了解，受历史、地形等因
素影响，大台街道原有供水主
管道严重老化，存在腐蚀生锈
现象，已无法满足辖区百姓24
小时用水需求。此次改造工程
共涉及大台街道5个社区，现已
完成总工程量的60%。供水管
网接通后将惠及当地200余户
居民。

人才高速路

本报讯（通讯员 刘梦）近
日，区农业农村局对全区9个镇
138个村的垃圾分类情况全面
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大督查，督
促各镇村进一步落实人居环境
整治、垃圾分类工作长效机制。

区农业农村局成立了8个
农村地区垃圾分类检查小组。
10月1日至8日，检查小组联合
第三方农村人居环境核查组，逐
一对138个村的垃圾分类情况
开展巡查,抓好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关键小事儿”，发动基层党员
群众共同参与，共享美好环境，
共建美丽乡村。

区农业农村局按照分类督
查的原则，对上门收集垃圾的村
是否还存在垃圾桶站、定点投放
垃圾的村是否有人员值守、各类

垃圾分类质量情况、垃圾暂存区
是否干净、厨余垃圾分出率等问
题进行重点督查。检查组人员
对发现问题现场督促整改，每日
将问题点位照片、检查问题台账
发至各镇、村，做到“当日检查、
当日反馈、当日总结”。此次拉
网式大检查共8天，出动32人，全
覆盖138个村，检查垃圾暂存区
278余处，发现问题点位49个。

截至目前，全区138个村中
有127个村实现了垃圾不落地，
定时定点上门收集，有7个村实
行定点投放，4个村实行上门收
集及定点投放相结合的垃圾收
运模式。生活垃圾不落地收运
模式完善了“户分类、村收集、镇
运输、区处理”体系，我区农村垃
圾分类工作成效初显。

我区127个村实现垃圾不落地
农村垃圾分类工作成效初显

解决200户群众用水问题
大台街道启动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秩序混乱影响出行
专项治理得到改造

路面泥泞影响出行
连夜处理消除隐患

近日，市民反映龙泉镇高家园
东街私家车乱停乱放问题严重，特
别是在育园小学附属幼儿园家长
接送孩子期间，车辆严重拥堵，行
人随意在车辆中间穿行，影响周边
居民正常出行，存在安全隐患，希

望尽快解决。
龙泉镇接诉后，镇主要负责人

亲自部署，组织镇综治办、西山艺
境社区及物业公司召开现场会，研
讨制定解决方案。工作人员连续
几天在拥堵路段进行宣传劝导，张

贴挪车通知，同时联系清障车对未
及时挪移的私家车进行拖离。在
道路两侧加装隔离护栏，实施人车
分流。此次专项行动共张贴挪车
通知60余份，拖离私家车4辆，加
装机动车道及非机动车道隔离护

栏100余片。
下一步，社区将组织志愿者进

行秩序维护，对随意停车及损坏
隔离设置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
导。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示非常
满意。

近日，市民反映城子街道青年
广场社区4号楼前已经施工近一个
月，下雨天路面非常泥泞、湿滑，严
重影响出行。小区内老人和孩子较
多，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进行处理。

城子街道接诉后，广场社区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核查，小
区内唯一一个出入口受降雨影响，
路面泥泞不堪、坑洼湿滑。社区联

系街道行政综合执法队，迅速启动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行政综
合执法队第一时间联系施工单位，
召开现场会，确定路面修复改造施
工方案。施工单位连夜进行抢修，
调用挖掘机将泥泞路面全部挖开，
回填沙石进行硬化，并反复进行夯
实处理，最后使用绿网进行苫盖。
反映人对办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处置中处置中

处置前处置前

处置后处置后

处置前处置前

处置后处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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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庄镇 西杨坨村 95 56 站点周边环境不达标

2 妙峰山镇 丁家滩村 94 57 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

3 斋堂镇 青龙涧村 93.5 58 公示牌不达标、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

4 妙峰山镇 陇驾庄村 9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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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斋堂镇 马栏村 92 60 设施脏污、站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6 斋堂镇 高铺村 91.5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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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苇甸村 90.5 62 公示牌不达标

8 清水镇 燕家台村 89.5 63 站点周边堆物堆料、公示牌不达标

9 龙泉镇 中门寺村 88 64 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站点未设置分类公示栏

10 军庄镇 灰峪村 80.5 65 站点周边环境不达标、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表3：村居组周评比后10名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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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峪街道 德露苑社区 85 62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垃圾满冒

2 军庄镇 惠通新苑社区 85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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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峪街道 双峪社区 84.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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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峪街道 向阳社区 84 65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垃圾满冒

5 大峪街道 峪园社区 84 66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垃圾满冒

6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一区 84 67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7 城子街道 桥东社区 83.5 68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卫生不达标

8 大峪街道 永新社区 82 69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垃圾满冒

9 大峪街道 葡东社区 76.5 70 公示牌不达标、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10 大峪街道 滨河西区 67 71 站点未设置分类公示栏、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