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属地 综合得分 月排名 分出率得分 减量率得分 设施达标率得分 值守率得分 实际效果得分

1 潭柘寺镇 78.09 1 31.95 30 8.01 7.14 9.00

2 军庄镇 77.26 2 36.36 30 8.13 0.77 10.00

3 城子街道 67.70 3 27.36 30 4.84 2.50 9.87

4 永定镇 68.60 4 27.62 30 3.43 3.55 9.96

5 东辛房街道 68.55 5 27.48 30 4.25 1.82 9.92

6 龙泉镇 68.96 6 26.78 30 3.46 2.73 9.69

7 大峪街道 58.44 7 20.00 30 0.93 0.50 9.92

序号 属地 综合得分 月排名 分出率得分 减量率得分 设施达标率得分 值守率得分 实际效果得分

1 妙峰山镇 96.68 1 39.12 30 8.61 10 8.95

2 清水镇 93.42 2 40.00 30 8.42 10 5.00

3 王平镇 92.54 3 38.75 30 8.79 10 5.00

4 雁翅镇 92.07 4 38.41 30 8.66 10 5.00

5 斋堂镇 91.44 5 34.22 30 8.23 10 9.00

6 大台街道 85.03 6 30.28 30 5.12 10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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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检查幼儿园

秋冬季流感防控工作十二届门头沟区委反馈第十轮巡察情况
按照区委统一部署，2020年7

月至2020年9月，区委派出6个巡
察组，分别对区市场监管局、区棚改
中心、区审计局、区财政局、区城管
执法局、区政务服务局、区国资委、
区工商业联合会8家单位党组织开
展了常规巡察。巡察结束后，区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暨区委书记专题
会议听取了巡察情况汇报。按照巡
察工作规定，近期各巡察组分别将
巡察中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的一些
问题向被巡察党组织进行了反馈，
主要问题有：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履行市场
监管职责不够有力，优化营商环境
改革任务统筹不够，行政执法风险
依然存在;破解改革难题力度亟需
加强，机构改革没有到位，职能融合
仍有不足；民主集中制落实不到位，
党组会议酝酿不充分、决策不规范、
记录不完整；财务管理不严谨，资产
管理不规范，合同管理有漏洞，财经
纪律执行不到位；个别干部未严格
按照要求填报领导干部个人事项。

区棚改中心：党组领导核心作

用发挥不充分，履行职责不到位，红
色党建引领棚改事业不深入；落实
上级关于棚改的决策部署不够迅速
高效，攻坚克难精神有所下降；基层
组织生活不够规范，教育管理不够
严格;选人用人缺乏长远规划和正
向激励；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
够到位，缺乏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
的全方位实时跟踪监督。

区审计局：统筹谋划审计工作
站位不高，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及上
级审计机关部署要求有差距，与区
委中心工作深度融合跟进不够，改
革创新动力不足；内控制度执行不
严格，严谨务实作风有所减弱；党建
基础工作夯得不实，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发挥不明显；干部选任程序不严
谨，人才队伍建设长远规划不足。

区财政局：党组领导核心作用
发挥不够充分，参谋助手作用发挥
不明显；制度执行不严格，内部管理
不精细，机关财务管理和行政事业
性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合同签订
与项目实施程序倒置；党内政治生
活不严格，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

活落实不到位；党员管理教育有缺
失，干部选任工作不扎实。

区城管执法局：学习贯彻政治
理论有短板，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
明显；贯彻上级决策部署有差距，履
行职能职责不充分；全面从严治党
落实不力，履行主体责任有待强化；
内控制度执行不严格，监督检查有
待加强；党组织建设重视不够，党建
引领作用亟需提升；队伍建设系统
化管理缺失，执法队伍专业化仍需
加强。

区政务服务局：履行职责不够
充分，服务大局创新方法魄力不足，
精细化管理水平有待提升；科学融
合政务服务思考不足，推进改革不
够彻底，高效提升服务标准措施不
足；落实党建引领站位不高，支部建
设存在薄弱环节，组织生活质量有
待提升；选人用人工作不够规范，过
程跟踪管理需要深化；机关队伍建设
不够科学，人才教育培养亟待加强。

区国资委：聚焦职能推动高质
量发展欠动力，强化党的领导和完
善公司治理欠力度，防范化解监管

风险欠意识；落实“两个责任”有缺
失，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到位，
内控制度管理执行不严格；基层党
组织建设较为薄弱，干部选任工作
有待加强；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不够
彻底。

区工商业联合会：对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
展和非公有制经济认识健康成长重
要论述精神领悟不到位；履行职能
职责有短板，联系服务非公经济能
力需提升，执行上级指示和区委要
求不彻底；主体责任落实有欠缺，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四风”问题
仍然存在，廉洁风险防控机制不够
健全，内控制度执行不够严格；领导
班子和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党建工
作落实不到位，担当尽责意识还需
强化；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不够彻底。

同时，巡察组还发现和收到了
干部群众反映的部分问题线索，已
按规定移交区纪委区监委等有关方
面核查。

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

本报讯（记者 安振宇）10月
27日，区委常委、副区长庆兆珅
到门头沟区第一幼儿园，检查秋
冬季流感防控和疫情防控常态
化工作。

庆兆珅详细查看了幼儿园
卫生保健制度表和晨、午检体温
记录表，在和老师的沟通中，详
细了解了疫情防控措施、消毒记
录和教师、食堂、午睡室的消毒

情况。
庆兆珅表示，秋冬季节是感

冒等流行疾病的高发时期，疫情
防控工作依然不容懈怠，各幼儿
园的老师要提高认识、压实责
任，按时登记幼儿的体温度数和
缺勤记录表，经常在活动室内通
风消毒，要切实将防控工作做实
做细做好，为幼儿创造良好健康
的学习环境。

1.德鲁克（北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1）一级工作者（组装半导体工作人员）：30名，
大专学历，月薪2500元以上
单位地址：海淀区
联系方式：麻老师 13911893172

陈老师 13911344172

2.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石景
山支公司

（1）综合金融师：6名，大专学历，月薪5000元以上
（2）客服代表：8名，大专学历，月薪5000元以上
单位地址：石景山区
联系方式：高经理 13701360737
3.北京卫宝圣汇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销售顾问（代表）：9名，大专以上学历，月

薪6000元以上
单位地址：顺义区
联系方式：池先生 13381086502

4.北京晙杨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土建工程师：1 名，专科以上学历，月薪

9000-12000元
（2）土建预算员：1名，大专及以上学历，月薪

8000-10000元
（3）测量员：2名，工程测量、测绘、建筑相关

专业，月薪6000-8000元
（4）土建施工员：10名，不限学历，月薪4000-

600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张经理 13581759340

本报讯（记者 闫吉）随着天
气日渐转凉，供暖工作更加被市
民关注，在供暖即将来临之际，
我区各供热单位正在抓紧调试
设备，为正式供暖做好各项前期
准备工作。

记者在石门营热源厂集中
控制中心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调
试锅炉的补水系统、鼓风机、循
环泵、空压机等设备；在锅炉房
内，检测人员查看了回水压力
表、温度表等相关表计显示，并
在循环泵间对循环泵、补水泵等
转动设备进行测温测振，保证设
备运行正常。

目前，涉及热力集团门头沟

分公司管辖的热力管网上水打
压基本完成，32个锅炉厂、161
个换热站、100公里的一次供热
管网，已全部检查完成。

据了解，为保障居民住宅供
暖正常，热力集团门头沟分公司
调度客服中心将24小时提供诉
求服务，对市民反映的供暖问题
进行及时派单，安排上门维修服
务，并做好用户回访工作。

热力集团门头沟分公司提
醒广大市民，家中暖气或管道出
现跑冒滴漏等情况，请及时拨打
辖区服务热线，不要擅自维修更
换零件。热力集团供暖服务热
线96069。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确保供暖正常运行

表2：农村地区10月份综合得分及排名情况统计表

垃圾分类检查
排名情况通报

表1：门城地区10月份综合得分及排名情况统计表

10月份，区垃圾分类指挥部专业检查队
伍对全区13个镇街，217个社区、村开展了检
查，共分为门城地区组（大峪街道、城子街道、
东辛房街道、龙泉镇、军庄镇、永定镇、潭柘寺
镇）及农村地区组（妙峰山镇、王平镇、大台街
道、雁翅镇、斋堂镇、清水镇）。检查考核指标
为：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生活垃圾减量率、
分类设施达标率、桶站值守率和实际分类效
果共五项指标，分别占比 40%、30%、10%、
10%和10%。

（二）检查问题
10月，现场共检查点位1581处，发现问

题874处，问题发生率为55.28%；主要问题
为人员值守不到位、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三）考核排名情况 见下表

人才高速路

“精雕杯”企业家
走进绿水青山门头沟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金秋
十月，万山红遍。10月24日“精
雕杯”走进绿水青山门头沟徒步
活动在妙峰山镇京西古道拉开
序幕。副区长李晓峰参加活动
并致辞。

上午10时40分，随着发令
枪响，徒步活动正式开始。区
外200余名企业家踏上了京西
古道，从水峪嘴村出发，途经京
西古道景区至牛角岭关城折

返，最终回到水峪嘴村。线路全
长5公里，海拔最高369米，最低
138米。

本次活动以“徒步”为纽带，
增进了企业家们对门头沟的了
解。我区也将以这次活动为契
机，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门头沟，
同时以为企业提质增效、融合发
展和提高配套协作为重点，搭建
发展平台，为入区企业提供全方
位的服务。

区政协开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
本报讯（记者 安振宇）10月

28日，区政协副主席张满仓带
队，到永兴商场两家电动车销售
网点，与工作人员沟通交流，详
细询问有关电动车的销量和产
品安全质量等情况，在了解情况
后，召开区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协
商会。

会上，区市场监管局、区公
安分局交通支队分别汇报我区摩
托车、电动车违法违规专项整治

工作情况及重点提案办理情况。
在认真听取汇报后，张满仓

对提案办理工作取得的成效予
以充分肯定，他表示摩托车、电
动车违法违规问题是影响交通
秩序和安全的重要因素，各部门
要密切合作，以此次整治行动为
契机，加大检查频次与力度，加
强宣传引导，健全完善相关机制，
持续巩固工作成果，共同维护交
通秩序，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