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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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
问题数问题数问题数问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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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 -
2 城子街道 100% 0 - - -
3 东辛房街道 100% 0 - - -
4 大台街道 100% 22 100% 2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1 100% 4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2 100% 2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 2 0%
8 军庄镇 100% 100% 0 - 2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1 100% 4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2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 4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1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 4 100%
全区合计 100% 100% 27 96% 27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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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第四周(10.19-10.25）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我区举办丰富多彩的重阳节特色活动

门头沟区
交通安全工作部门联席会办公室
关于对交通安全隐患单位的通报

东辛房街道打造形式多样的文化长廊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10月份第3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广场舞展示 登高祈福 便民服务

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企业
研制产品获欧盟CE认证

本报综合报道 重阳节期间，我

区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让老

人们度过一个健康温馨的节日。

“跳得真好！这身姿太美了，真

是羡慕现在老人们的生活，如此丰

富！”观众们止不住地拍手称赞。10

月24日，我区举办“重阳欢唱·舞动

夕阳”老年“创城”主题广场舞展示

活动。

活动现场，曹各庄梦之音舞蹈

队、王平镇西苑社区心飞扬舞蹈队、

石门营七区龙凤呈祥花棍队、区公

共文明引导员舞蹈队等7支舞蹈队

伍先后上台展示，活动还邀请了我

区结对协作单位——西城区，展示

精品广场舞《京华春早》。

“重阳欢唱·舞动夕阳”老年“创

城”主题广场舞展示，是我区重阳文

化宣传周系列活动之一，由区委宣

传部、区创城办共同举办。以展现

新时代老年人的新生活、新姿态为

立足点，旨在丰富老年群众的文化

生活，关爱老年人、礼遇老年人，营

造欢乐祥和的重阳佳节爱老敬老的

社会氛围。

10月25日，区创城办邀请我区

100余位“门头沟热心人”老年志愿

者参加“登高祈福 文明同步”重阳

节庆祝活动。

活动现场设置了猜灯谜、书法

技艺展示等环节，主题紧密结合当

前社会民生热点，涉及文明创建、科

学防疫、垃圾分类、光盘行动等方面

内容的活动。山顶歌会将节日气氛

点燃，一首首经典传唱的老歌、红

歌，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共鸣。

近日，大峪街道龙泉花园社区

举办“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面条

宴，组织社区里100余名60岁以上

的老人，相聚在一起吃面条、庆重阳。

活动在民乐合奏《南泥湾》《新梨

花颂》中拉开了序幕，河北梆子选段

《大登殿》，评剧选段《小桥送线》等节

目，引得老人们连连叫好，掌声不断。

“我从第一年举办面条宴就开

始参加，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让我

们这些老邻居们很少能聚在一起，我

一直盼着面条宴的举办。今天吃着

面条和老邻居们聊聊天，我这心里特

别开心。”78岁的康万生激动地说。

据了解，龙泉花园社区的面条

宴活动已经举办了10余年，一碗长

寿面，一份敬老情，为社区营造了浓

浓的爱老敬老氛围。

近日，区商务局组织生活性服务

企业到大峪街道龙山一区，为辖区老

年人们送去暖人、贴心的便民服务。

义务理发、免费扦裤边、修锁配

钥匙等服务吸引了许多社区居民。

活动还展销了我区以及河北涿鹿的

新鲜蔬菜，内蒙古的牛肉干、莜面等

农特产品。据统计，活动当天爱心

企业为居民配钥匙40余把、扦裤边

30多条。

区商务局现代流通管理科科长

杨楠说：“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

敬老的传统美德，区商务局通过开

展活动，拉近了与百姓之间的距离，

不仅为居民提供物美价廉的放心商

品，还做到了服务居民的最后 50

米，将便民服务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东辛房

街道坚持以红色党建为引领，通过

在各社区打造形式多样的文化长

廊，着力宣传我区红色党建引领绿

色发展的总体方针。

走进石门营四区，就能看到“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字样的主题

景观，社区内的道路两侧，分别展示

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垃圾分类

等内容，形成一条极具特色的文化

长廊。

一位社区居民说：“我们小区绿

化特别好，现在天蓝蓝的，草绿绿的，

而且路面也干净，带着孩子出来遛弯

儿，就像在公园里一样，心情特别好。”

与石门营四区一样，石门营五

区社区党委在近几年的党建工作

中，不断摸索和创新，形成了以文化

为抓手的工作特色，在社区中心地

带打造红色文化长廊，内容和形式

都融合了党建工作发展理念。

各类文化景观主题鲜明，风格

简约，既反映了社区党建工作的特

点，又融入了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创

新元素，像一条红色丝带飘荡在绿

茵红花环绕的楼宇间。

东辛房街道主任苑芳洁说：“新

建的红色和绿色文化长廊，是为了

进一步在街道营造红色党建引领绿

色发展的氛围，让居民亲身参与到

社区的治理中，为社区治理贡献自

己的力量。”

本报讯（记者 杨爽）近日，中

关村门头沟科技园注册企业——

中石油铁工油品销售有限公司，

与中铁四局管理研究院联合研制

的智慧物流管控系统核心模块

——“智联芯（Smart Core）”，顺

利通过欧盟指定机构检测，取得

欧盟安全强制性CE认证。

此项认证标志着油品公司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联芯

（Smart Core）”产品完全符合欧

盟关于安全、卫生、环保和质量等

一系列规定要求。

智慧物流管控系统是油品公

司在综合管理平台成果的基础

上，借助“互联网+物联网+供应

链+大数据”等先进信息化手段，

定制研发的油品物流管控系统。

作为该系统的核心，“智联芯

（Smart Core）”涵盖油量数据采

集、GPS/BD定位、自动报警等多

项技术。此次获得欧盟 CE 认

证，意味着该产品在性能安全方

面得到广泛认可。

目前，基于“智联芯（Smart

Core）”模块的物流管控系统已

经在安徽、浙江等区域完成部署，

实现了20余台车辆轨迹跟踪、库

存油品监控、行为自动预警等智

能管控要求，为推进全国500余

台车辆的全面管控、更好地服务

全国1400余个项目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近年来，中石油铁工油品公

司坚持创新引领、科技驱动，不

断探索从传统石化产品销售型

企业向智慧型专业型供应链企

业转变，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

新，实现了企业的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

近期全市先后发生重型货运车辆肇事，造成人员伤亡交通

事故。通过事故深度分析发现，部分货运单位交通违法严重超

标、单车违法居高，交通安全风险突出。按照北京市公安局公安

交通管理局冬季事故预防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部署，现

将我区2020年8月份以来因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不

到位，发生所属车辆、人员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超过控制指

标，并被门头沟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采取禁止其机动车上道路

行驶措施的6家单位予以通报，并转递区交通局、区应急管理局，

集中约谈企业法人，限期整改，纳入运输行业质量信誉考核。名

单如下：

1、北京潼睿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2、北京惠民腾达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3、北京市门头沟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4、北京林荫大道商贸有限公司

5、北京海运达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6、北京利德衡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门头沟区交通安全工作部门联席会办公室
2020年10月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永定镇 98.4 1
潭柘寺镇 98.1 2
龙泉镇 97.6 3
城子街道 97.3 4
东辛房街道 96 5
大峪街道 95.7 6
军庄镇 94.1 7

其他地区

大台街道 95.7 1

斋堂镇 95.2 2
妙峰山镇 94.9 3
清水镇 94.4 4
王平镇 94.1 5
雁翅镇 92.8 6

（上接第1版）
驻点巡察时间为2020年9月下旬至2020年12月中下旬，50个工作日左右。巡察期间，巡察组畅通信访渠道，

设置值班电话和电子邮箱。常规巡察区属单位主要受理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干部违

反“六项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延伸巡察村（社区）主要受理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及班子成员违反“六项纪律”

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察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

十二届门头沟区委第十一轮巡察进驻一览表

区委第一

巡察组

延伸巡察清水镇    

所辖21个村
2020年10月21日至12月11日 60855171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邮编：102300     

区委第一巡察组收

d1xcz@bjmtg.gov.cn

区委第二

巡察组

延伸巡察永定镇    

所辖39个村（社区）
2020年10月16日至12月4日    60850037 

60850073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邮编：102300     

区委第二巡察组收

d2xcz@bjmtg.gov.cn

区委第三

巡察组

延伸巡察王平镇    

所辖12个村(社区)、  

妙峰山镇所辖12个村

2020年10月16日至12月4日    61859409 

61855236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邮编：102300     

区委第三巡察组收

d3xcz@bjmtg.gov.cn

区委第四

巡察组

区农业农村局（区委农

工委、区委农办）
2020年10月16日至12月3日    

69845145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邮编：102300     

区委第四巡察组收

d4xcz@bjmtg.gov.cn

区委第五

巡察组

延伸巡察斋堂镇    

所辖30个村（社区）
2020年10月20日至12月7日    

69816930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组别组别组别组别 巡察地区巡察地区巡察地区巡察地区、、、、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受理信访时间受理信访时间受理信访时间受理信访时间 信访电话信访电话信访电话信访电话 通信地址及邮编通信地址及邮编通信地址及邮编通信地址及邮编 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

邮编：102300     

区委第五巡察组收

d5xcz@bjmtg.gov.cn

区委第六

巡察组

延伸巡察雁翅镇所辖16

个村（社区）、大台街

道所辖4个社区、潭柘寺

镇所辖6个村（社区）

2020年10月16日至12月3日    
61838165 

61870109 

60860695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邮编：102300     

区委第六巡察组收

mtgxcb5@bjmtg.gov.cn

   
（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工作日9：00—11：30，13:30—17:00）

（工作日9：30—11：00，14:00—16:30）

（工作日9：00—11：30，14:00—17:30）

（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本报讯（记者 闫吉）近日，记

者从水煤浆厂棚改定向安置房项

目部了解到，经过两年半的施工

建设，安置小区已基本建设完成，

本月底将达到验收条件。外观新

颖的住宅楼，靓丽的颜色，完善的

配套设施，是小区的一大特色。

走进小区，呈现在眼前的是

干净整洁的道路，休闲宽阔的小

广场。一栋栋崭新楼房更是外观

大气，别样亮丽。地下车库整齐

划一的车位，无障碍通道、智能门

禁系统等设施配套完善。进入室

内，每种户型均具有宽景阳台，并

且安装了断桥铝窗户和实木复合

门，厨房、卫生间也都铺设了防滑地

砖和墙面瓷砖，减少了装修成本。

据了解，水煤浆厂棚改定向

安置房项目西至黑山大街北延，

东、南、北三侧至城子东三路，总

建筑面积63957.8平方米，其中地

上建筑面积 44567 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 19390 平方米，共建设

住宅楼 21 栋，其中 9 栋 6 层住宅

楼，11 栋 3 层住宅楼，1 栋 5 层住

宅楼；户型分为 60平方米两居和

80 平方米三居，可提供住宅 615
套，地块内还包括一栋配套公建

和一个地下一层的车库，小区车

位配比达到1比1。

水煤浆厂棚改定向安置房项目
年底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