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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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四区 90 55 分类设施的设置不规范、未正确分类投放

2 永定镇 西峰家园社区 90 56 分类设施的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垃圾满冒

3 龙泉镇 龙门新区二区 89.5 57 分类设施的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垃圾满冒

4 永定镇 信园社区 89.5 58 分类设施的设置不规范、站点垃圾满冒

5 大峪街道 龙山二区 89.5 59 分类设施的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垃圾满冒

6 大峪街道 增产路社区 89 60
分类设施的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大类分流站点
围挡破损

7 城子街道 龙门一区 88.5 61
分类设施的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大类分流站点
围挡破损、12345投诉

8 军庄镇 杨坨社区 86 62
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卫生不

达标、设施破损脏污

9 龙泉镇 高家园新区 86 63 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无公示牌

10 王平镇 河北社区 85.5 64 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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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镇 台上村 95.5 55 村内垃圾乱堆乱放、大类分流站点围挡破损

2 清水镇 西达摩村 95.5 56 站点周边堆物堆料、村内垃圾乱堆乱放、大类分流站点围挡破损

3 妙峰山镇 桃园村 95 58 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站点周边脏乱、公示牌不规范

4 妙峰山镇 大沟村 95 59 站点周边脏乱、分类设施的设置不规范、大类分流站点围挡破损

5 龙泉镇 琉璃渠村 95 60
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站点周边脏乱、站点周边堆物堆料、公示牌
不规范

6 雁翅镇 雁翅村 94 61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防雨棚设置、设施破损、无大件垃圾、装修
垃圾暂存点

7 王平镇 河北村 93 62 村内垃圾乱堆乱放

8 军庄镇 灰峪村 93 63 分类设施设置不规范、设施破损、脏污、站点周边环境脏乱

9 妙峰山镇 担礼村 92.5 64 站点周边脏乱、分类设施的设置不规范、大类分流站点围挡破损

10 龙泉镇 龙泉务村 87 65 分类设施的设置不规范、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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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二区 100 1

2 龙泉镇 大峪花园 100 1

3 龙泉镇 琉璃渠社区 100 1

4 大台街道 木城涧社区 99.5 2

5 大台街道 双红社区 99.5 2

6 大台街道 桃园社区 99 3

7 东辛房街道 滑石道社区 99 3

8 潭柘寺镇 存诚苑 99 3

9 潭柘寺镇 鲁新社区 99 3

10 永定镇 上悦嘉苑 9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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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龙泉镇 西辛房村 100 1

2 王平镇 吕家坡村 100 1

3 斋堂镇 高铺村 100 1

4 斋堂镇 火村 100 1

5 清水镇 燕家台村 99.5 2

6 军庄镇 军庄村 99 3

7 清水镇 李家庄村 99 3

8 雁翅镇 泗家水村 99 3

9 斋堂镇 双石头村 99 3

10 军庄镇 东山村 98.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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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可追溯 购买冷冻食品更安心

“北京冷链”二维码进超市

园艺工人同台竞技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 刘鹏）近日，我

区在绿岛家园社区举办第三届技
能大赛园林绿化植物养护比赛，旨
在提高我区职工专业技能水平。

比赛以实操方式进行，参赛
选手们根据道路绿地的设计风格
和养护特点，自由发挥、创新修
剪。娴熟地对绿化带的灌木进行
修剪，发挥高超的修剪技艺，参差
不齐的绿篱，在他们的手下迅速
变成美观整齐的绿带。

比赛完成后，评分组按照整
体造型，局部细节，树姿树形等标
准进行了现场打分。

一位参赛选手说：“这次比赛
大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对我们
以后一线工作有很大的提升。”

据了解，这次比赛由区总工
会主办，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大叶
黄杨绿篱及黄杨球修剪、铺设草
坪技能三项，比赛成绩取三项分
值的总和。

我区开展爱心暖阳
战疫情奔小康捐赠活动

“共享小康社会 奋斗绿水青山”书画摄影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期，
“北京冷链”食品追溯平台正式运
行。北京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都要如实上传进口冷冻肉类和水
产品的相关数据，实行二维码追溯
管理，消费者今后购买进口冷链食
品可更加安心。

在我区一家超市内，存放冷藏
肉类的冰柜上放置着一块“进口冷
冻食品”的公示牌，牌子上贴着四个
二维码，分别对应不同的商品。这
个二维码就是“北京冷链”，市民可
以通过扫码了解食品的批次、产地、
核酸检测等追溯信息。

记者用手机进行了操作，打开
手机微信，登录“北京冷链”小程
序。小程序分为“企业或监管方”

“消费者”两个不同的登录端口。选
择“消费者”溯源查询按钮，对着相
应食品的二维码扫描，手机上就立
刻出现了这款食品的相关信息。

信息上除了标明商品编码、规
格、批号等信息外，还明确标注出它

的原产国，为了让消费者安心，小程
序内特别附上了检验检疫证明图片
及核酸检测证明的报告单。点开图
片，就可以看到这批肉类的核酸采
样时间及检测结果。

一位正在扫码的市民说：“我觉
得二维码非常必要，一扫所有信息
就都出来了，买着也放心，吃着也安
心。”

记者从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从“北京冷链”食品追溯平台正式运
行起，对未按照追溯平台管理要求
录入相关追溯数据的进口冷藏冷冻
肉类、水产品，要求做到不采购、不
销售、不使用。另外，需要在“北京
冷链”平台申请注册的除了进口冷
链食品供货企业之外，还包括商场、
超市、网购平台、餐饮单位等经营单
位。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杨海波
说：“经过排查，目前我区进口冷链
食品企业共有25家，全部完成了平
台的注册，并通过平台上传了进口
食品的销售和使用情况。我们对进
口企业进行了多轮的全覆盖检查。
下一步，将继续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加强对冷链食品特别是进口冷链食
品的监督检查，严把各个环节关口，
确保消费者安心、放心。”

目前，我区8家销售进口冷冻
肉类和水产品的超市已全部张贴了

“北京冷链”二维码，市民在购买前，
可扫码获取商品相关信息。

本报讯（记者 姚宝
良）11 月 18 日，由区委宣

传部、区文联、永定河文

化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共

享小康社会，奋斗绿水青

山”书画摄影暨第九届书

法篆刻临帖展在永定河

文化博物馆举办。

据区文联党组书记

彭天和介绍，这次展览意

义非凡。一方面，全区广

大艺术家通过手中的纸

笔和镜头，创作出了一幅

幅充满着幸福感、时代感

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通过欣赏这些艺术作品，

从我区社会生产生活点

点滴滴的艺术再现，切身

感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奋斗历程、奋斗成果，

这必将凝聚起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强大信心与

磅礴力量。

此次摄影展共展出

各类作品 134 幅。展览

前，区文联先后组织相关

协会的艺术家深入清水

镇、斋堂镇、潭柘寺镇、妙

峰山镇等镇的村庄、农

户、产业基地进行了采

风。为提高创作水平，区

文联还特别邀请著名的

书画家、摄影家对参展作

品进行了点评、评审，并

特邀书画名家及河北省

涿鹿县、内蒙古察右后

旗、武川县三地书画家带

来作品共同参展。

本报讯（记者 耿伟）“这是
我要捐赠的衣服，都是挑出来比
较新的，一直没怎么穿，放着又
觉得浪费您看看都用的上吗？”
一大早，城子街道桥东社区的居
民李淑芳抱着一大包冬衣，来到
社区活动室，将衣服交到区民政
局捐赠中心工作人员的手中。

一上午的时间，不少居民陆
续来到活动室捐赠冬衣，区捐赠
中心的工作人员同社区工作人
员一起，对这些衣服进行登记、
分类，然后装进专用编织袋中，
满满当当的装了10多包。在完
成捐赠后，工作人员将围裙、手巾
等小礼品以及一张爱心卡送给捐
赠者，向他们的善举表示感谢。

区民政局捐赠中心主任刘
军勇说：“现在广大市民参与爱
心捐赠活动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表达感谢
和敬意的方式，就制作了爱心
卡，不仅是感谢市民们的善举，
也是通过卡片上的联系方式，更
好地开展接收服务并接受社会
各界的监督。”

据了解，这次捐赠活动是今年
“爱心暖阳——战疫情奔小康”主
题活动之一，捐助活动分为爱心捐
款和冬衣捐赠两部分。截至目前，
我区共接收爱心捐款88.8万元，已
全部汇至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区
捐赠中心在全区54个捐赠站点
及部分村居开展“爱心暖阳”冬衣
捐赠活动，共接收衣物8000件。

刘军勇表示，这些爱心冬衣
将集中运送到市民政局指定的
集散点，经过清洗和消毒后，用
于我区和对口帮扶支援地区贫
困群众的救助。

妙峰山镇
加强值守力度 防范森林火险

本报讯（记者谢琪锦）当前，
我区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妙峰
山镇强化主体责任、属地责任，严
格落实各项森林防火工作，加大
各进山路口的巡逻值守力度，全
面消除辖区火险隐患。

记者在妙峰山路看到，间隔
不远的距离，就有两名生态林管
护员进行值守。他们携带着灭
火工具，对重点部位的枯枝落叶

进行清理。镇政府还在各村入
口处更换了太阳能语音提示器，
提醒路过的人员和车辆，严禁野
外用火。

据了解，妙峰山镇299名生
态林管护员已全部上岗，工作人
员还通过致居民的一封信、宣传
横幅和广播等形式对森林防火
工作进行了广泛宣传，做到人人
皆知。

区爱眼协会为我区一年级学生
免费发放坐姿矫正器

本报讯（记者高佳帅）近日，
区爱眼协会与区教委在育园小学
携手举办爱眼护眼主题宣传月活
动，有效促进了学生对近视防控
相关知识的了解，增强对用眼习
惯的重视。

活动通过爱眼护眼近视防
控知识讲座、近视防控宣传简报、
发放坐姿矫正器、视力屈光普查
的方式，增强了全体师生爱眼护
眼的意识。学生纷纷表示，眼睛

是人体最宝贵的器官，是获得外
界信息的重要窗口，以后会逐渐
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保护
好自己的眼睛。

据了解，区爱眼协会今年共
举办120余场爱眼护眼宣传讲
座活动，推广40部爱眼宣传短
片，并为我区一年级学生免费发
放坐姿矫正器，有效提高了师
生、家长的爱眼护眼意识，营造
了良好的校园爱眼护眼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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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村居组周评比前10名统计表（一）检查范围
11月3日至11月8日，对13个属地单位所辖的共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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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项指标。

（二）检查问题
现场共检查751处点位，发现7类问题共计350处，问题发生率46.6%；

主要问题为语音提示装置设置不达标、洗手装置设置不达标、村内垃圾乱堆
乱放、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脏乱、站点垃圾满冒及大类分流站点
围挡破损等，占问题总量的68.57%。

（三）考核排名情况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表4：村居组周评比后10名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