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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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发现问题第三方发现问题第三方发现问题第三方发现问题
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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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2 城子街道 100% 0 -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0 - 0 -
4 大台街道 100% 0 - 1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1 100% 2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1 100% 0 -
7 龙泉镇 100% 100% 0 - 3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0 - 3 -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 4 100%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3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 4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3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2 100% 4 100%
全区合计 100% 100% 4 100% 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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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第二周(11.2-11.8）河长制基本情况

龙泉镇垃圾分类打出“组合拳”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分类驿站纷纷亮相 智能服务紧紧跟随

强化军事训练 提升民兵能力

区民兵应急分队
举办首届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

王平镇增派生态林管护员
强化森林防火巡查

10月份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结果通报

本报讯（记者 郭映虹）近期，龙

泉镇在中门寺南坡一区社区、中门

寺南坡二区社区、大峪花园社区全

新打造了生活垃圾分类驿站，此外，

在大峪花园社区还加装了生活垃圾

分类宣传智能服务系统，不断完善

社区内垃圾分类配套设施建设，提

升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水平。

记者在龙泉镇中门寺南坡二区

社区里看到，一个由仿真绿植装点

的白色小屋十分抢眼，这就是社区

全新为居民打造的生活垃圾分类驿

站。投入使用后，居民除了楼下的

常规桶站，还可以来驿站扔垃圾。

驿站内清晰地划分了消毒区、

清洗区、工具区，整齐摆放着厨余、

其他、可回收、有害四类垃圾桶，为

保证驿站内的空气清新、没有异味，

室内还配备了空气净化设备。与常

规桶站不同的是，驿站内的厨余垃

圾桶上配有二次分类装置，保证厨

余垃圾的精细分类。

在驿站外部，还配有洗手池、垃

圾分类指导图及驿站服务信息，分

类方式和驿站服务时间一目了然，

为居民打造了一个干净整洁、设施

完备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场所。

一位居民说：“第一次见这么正

规的垃圾分类驿站，而且投放时间、

分类方式都写得很清楚，期待垃圾

分类驿站尽快投入使用。”

目前，中门寺南坡二区社区的

生活垃圾分类驿站已建设完成，即

将投入使用。

中门寺南坡二区社区党支部书

记吕雪松说：“驿站使用后，我们会

积极发挥社区志愿者、在职党员的

作用，进行垃圾分类值守，更好地开

展社区垃圾分类工作。”

除了新建生活垃圾分类驿站外，

龙泉镇还在大峪花园社区内的常规

桶站，新加装了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智

能服务系统，包含语音提示、

手部消毒、视频监控、废旧电

池回收等功能，目前设备正

在安装调试中，投入使用后，

将进一步增强垃圾分类的宣

传、指导力度，提升生活垃圾

的分出率。

社区垃圾分类指导员

程桂荣说：“我从事垃圾分

类工作5年了，以前垃圾桶

都是混装满冒，现在居民分

得就很细很准确了，现在又给我们

安装了智能系统，辅助我们更好地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目前，龙泉镇已在辖区内建设

了3个生活垃圾分类驿站。同时，

逐步对174个桶站增设生活垃圾分

类宣传智能服务系统，预计11月底

全部完成安装。

龙泉镇副镇长高春风说：“龙泉

镇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将继续

秉承环保、绿色发展的理念，加大垃

圾分类驿站的建设和硬件的投入。

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和对垃圾分类

指导员的培训，不断加强垃圾分类

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促进老百姓

文明习惯的养成。”

本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徐
锋）“向射击地线前进，卧姿装弹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民兵

队员屏气凝神扣动扳机，清脆的

枪声响彻靶场。近日，陆军某训练

基地，区民兵应急分队首届群众性

练兵比武竞赛活动拉开战幕。

为全面提升民兵备战打仗能

力，着力破解民兵分队人员分散

集中训练难组织、参训热情不高

影响训练质效等问题，区人武部

党委在年初筹划工作时，结合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实际，提出了通

过开展群众性练兵提高民兵参训

率，以此激发民兵参训热情的训

练思路，决定在广大民兵中广泛

开展群众性比武活动。

此次竞赛共有13支民兵应急

分队、百余名民兵队员围绕防汛、

防火、应急处突等7项应急应战课

目展开激烈角逐。

这次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

在参训对象上，以民兵应急分队

为重点，在竞赛内容、场地设置、

组织实施方面，突出基础性、经常

性、实用性的应急应战重点训练

内容。既有米数、秒数、环数等硬

功夫的比拼，又有现场指挥、理论

常识等软实力的较量。

为进一步激发民兵训练热

情，区人武部将此次比武成绩与

单位评优评先、个人成长进步相

挂钩，专门设立了全区民兵分队

应急应战训练“龙虎榜”，优胜者

登红榜、戴红花、有荣誉，失利者

“挨板子”、受批评、有压力。

区人武部负责人介绍，群众

性练兵比武激发了民兵参训热

情，选拔培养了一批训练骨干，提

高了训练质效。

本报讯（记者 杨爽）当前正值

森林防火关键期，王平镇在原有126
名生态林管护员的基础上，增派20
名临时管护员，强化巡防管控。

在王平镇安家庄村的一处山

林，5名生态林管护员每天定时进

行上山巡视，并及时清理丢弃在

山林内的可燃垃圾。

一名生态林管护员说：“我们

每天早晨8点到岗，在隐患点位周

边进行巡视，劝阻游客上山，如果

发现火情及时汇报。”

据了解，由于安家庄村林地

面积大、山场多，王平镇全镇近

50%的生态林管护员都集中于此，

对重点区域加强监测预警和巡防

管控。

王平镇林业站工作人员张鑫

成说：“遇到节假日和大风极端天

气时，我们会延长管护时间，在镇

域内的重点地段、沟口路口及进

山地点增加管护员，做到严防死

守。林业站每天至少巡查两次，

确保平稳安全度过森林防火期。”

除人防措施外，王平镇还通

过加大宣传力度、储备防火物资、

强化协调联动等方式，严格落实

森林防火工作责任。

（一）检查范围。全区纳

入“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

程的第一、二、三批138个创

建村，全区纳入创城“比学赶

超”擂台赛的138个村，涉及

9个镇。

（二）检查内容。涉及村

庄整体环境及群众反映问题

情况、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公厕管护、

村容整洁（含乱堆乱放、乱贴

乱画乱挂、私搭乱建等）、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村

居环境整洁、文化设施建设、

民风建设等方面。

（三）考核排名情况

表1：2020年10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前20名统计表

表2：2020年10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后20名统计表

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屈媛）为提高职工急救知

识技能，11月7日，我区举办主题为“发扬

工匠精神 争做首善先锋”，第三届技能大赛

职工急救知识比赛。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利用人体模特

进行了徒手心肺复苏技能和真人创伤包扎

演练。他们动作麻利，技术熟练，整个比赛

在紧张有序的氛围中进行。比赛完成后，

评委对选手们的技能操作进行专业点评。

参赛选手说：“通过这次培训比赛，增

加了我对心肺复苏和外伤处理的认识和实

际操作能力，便于以后能更好地把应急知

识应用到工作和生活当中。”

据了解，这次比赛由区总工会主办，内

容包括理论知识、创伤包扎技能、徒手心肺

复苏技能3项，比赛成绩取3项分值的总和。

区便民服务业协会会长张志华说：“通

过这次比赛，让我区职工在比赛的过程中，

增强职业技术，提升服务品质，以赛代训，

发扬工匠精神，争做首善先锋。”

本报讯（记者 屈媛）11月6日

下午4时，我区正式开始2020至

2021年度采暖季试供暖工作，全

区15家居民住宅供热单位，35座

锅炉房比原计划提前8小时点火。

石门营热源厂里，工作人员

详细查看天然气管道是否存在漏

气、炉膛压力和锅炉进口压力是

否正常。在检查结束后，控制室

正式开始运行设备。

“设备检测完毕，现在开始启

动点火程序。”随着一声指令，工作

人员按下点火开关，点火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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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广大用户及时检查家里

的散热器是否有跑冒滴漏现象，

如有跑冒滴漏现象及时与小区服

务管家联系，我们会第一时间进

行入户检查。”北京热力门头沟分

公司副经理周五林说。

据了解，这次供暖时间相比

之前提前了8个小时，为了做好

2020至2021年度采暖季供暖工

作，供热单位安排了15名抢修工

作人员、135台抢修设备和车辆。

区城管委能源服务科贾妙帅

说：“考虑今冬我区较市区温度较

低，经过前期协调，全区各供热企

业提前点火，供热面积也有一部

分的提升，居民供热面积增加了

约30余万平方米。区城管委还

将继续督促辖区内的所有供热企

业做好供热保障工作，让居民提

前感受到温暖。”

35座锅炉点火15家供热单位
提前8小时试供暖

我区举办第三届技能大赛职工急救知识比赛

序号 镇 村 得分 序号 镇 村 得分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斋堂镇 吕家村 88.72 斋堂镇 向阳口村 85.28

雁翅镇 珠窝村 87.67 龙泉镇 龙泉务村 84.53

斋堂镇 高铺村 87.47 斋堂镇 西胡林村 83.93

雁翅镇 泗家水村 87.43 雁翅镇 付家台村 82.42

雁翅镇 田庄村 87.04 斋堂镇 西斋堂村 80.19

雁翅镇 房良村 86.19 雁翅镇 大村 80.16

妙峰山镇 上苇甸村 86.1 雁翅镇 淤白村 74.54

妙峰山镇 丁家滩村 85.89 雁翅镇 青白口村 73.51

雁翅镇 太子墓村 85.58 军庄镇 灰峪村 71.52

潭柘寺镇 桑峪村 85.49 龙泉镇 三家店村 71.38

序号 序号镇 村 得分 镇 村 得分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王平镇 吕家坡村 100 王平镇 韭园村 98.08

王平镇 东石古岩村 99.84 军庄镇 东杨坨村 97.77

妙峰山镇 桃园村 98.88 斋堂镇 法城村 97.67

斋堂镇 牛战村 98.68 清水镇 八亩堰村 97.63

王平镇 安家庄村 98.57 斋堂镇 龙门口村 97.38

王平镇 东马各庄村 98.57 清水镇 洪水口村 97.29

王平镇 桥耳涧村 98.51 妙峰山镇 樱桃沟村 97.08

王平镇 东王平村 98.41 清水镇 双涧子村 97.08

清水镇 胜利村 98.4 清水镇 西达摩村 97.01

清水镇 天河水村 98.32 妙峰山镇 大沟村 9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