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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第四周(11.16-11.22）河长制基本情况

军庄镇多举措让节约意识入耳入脑入心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区农业农村局
开展非法捕捞专项执法行动

区消防救援支队
举办消防技能竞赛

我区开展“双超”治理行动

重走革命之路 坚定入党初心

11月份第3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本报讯（通讯员 赵晨振）“谁能

告诉我，你们画的盘里是空的还是

有食物的呀？”在军庄镇文化活动室

里正在举办光盘行动的绘画活动，20

多位小朋友异口同声的回答“空的”。

军庄镇从宣传引导入手，让厉

行节俭的意识入耳入脑入心，在全

社会营造出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

良好氛围。截至目前，已开展小手

拉大手绘画活动6次、主题宣讲2

场，同时，辖区11个村居通过不同

宣传方式引导群众从自身做起，厉

行节俭、崇尚节约。东山村的孟婧

琪小朋友开心地说：“我已经参加过

3次光盘行动的绘画活动了，特别

喜欢通过绘画把自己生活中的好习

惯表达出来，希望大家都来节约粮

食，爱护地球。”

西杨坨村依托红色零距离暖心

室，在党员示范引领上下功夫，进一

步丰富党员“三会一课”内容，广泛

开展“厉行勤俭节约，党员干部我先

行”主题党日。借鉴疫情防控中“敲

门行动”经验，严格落实党员网格化

管理，由一名党员带动一格内的亲

朋好友、邻居逐渐培养起节约意识

和节约习惯。特别是有文艺特长的

党员手绘各类“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口袋卡，以生动有趣的形式吸引

更多群众参与。

军庄村作为军庄镇地域面积人

口最多的村，为了进一步深化厉行

节俭的良好风尚，采用多种宣传方

式，让村民认识到节约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截至目前，利用辖区“村村

响”大喇叭，定时播放“光盘行动”倡

议内容；村居党员干部、物业管理委

员会、物业公司、志愿者多方联动，

入户发放《制止餐饮浪费 践行光盘

行动》倡议书等宣传材料1000余

份；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开展

“光盘行动”等主题宣讲、培训6次；

与军庄中学、小学、幼儿园联动，在

未成年人中广泛开展“我是厉行节

约倡导者”主题教育和绘画活动，号

召未成年人从小牢固树立过“紧日

子”的思想，做杜绝浪费的倡导者，

身体力行反对舌尖上的浪费。

据悉，为了强化工作成效，军庄

镇在全面巡查督导上下功夫，让节

俭风气融入日常。在镇机关食堂残

食台加强摄像监控设备，镇综合办、

镇纪委专人监督检查镇机关人员食

堂用餐是否存在铺张浪费现象及垃

圾分类落实情况，并将检查情况作

为机关干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将辖区内6家餐饮类“五小门店”、3

家单位食堂列为重点检查对象，镇

综合执法队进行不定期抽查，实地

查看各餐馆、食堂剩饭剩菜、宣传提

示等情况。同时，依托各村居红色

零距离暖心室示范站，组织村居党

代表、人大代表暗访检查餐馆是否

主动提醒顾客适量点餐、餐后打包

共15次。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各检查组当场进行提示、批评，督促

其及时整改到位。

截至目前，军庄镇辖区餐饮单

位和村居的宣传覆盖率100%，检

查覆盖率100%，各餐饮从业人员

和村居群众的节约意识得到了显著

提升。

军庄镇还将充分发挥党员示范

引领作用，持续组织辖区内单位、广

大党员、群众积极参与“光盘行

动”。并利用红色零距离暖心室，将

反对浪费纳入村（居）规民约，细化

各项红白事的规定，加强农村移风

易俗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抵制婚丧

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陈规陋习，

通过群众共同参与，共同遵守，进一

步厉行节约新时尚。

本报讯（记者闫吉）近日，区直机关工委

举办“重走革命之路，坚定入党初心”新党

员红色教育活动，组织2020年新发展的100
余名党员到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参加红

色革命教育。

大家参观了“居安思危、大国长安”主

题展，了解了平西情报联络站的发展历史

和革命先辈在情报站艰苦奋斗的故事。观

看了《隐蔽的战线》红色教育影片，以形象

化的方式认识情报工作的重要作用。

大家进行了发报实景体验，以小组竞赛

的方式进行收报和发报活动，体会革命先烈

在严酷斗争环境中的艰险。此外，还开展了

重走情报之路、向革命先烈塑像致敬等活动。

党员们纷纷表示，通过系列体验式活

动，切实感受到了革命胜利果实来之不易，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讲好“四个一”门头沟

故事，立足本职、勤勉担当，带头践行“讲奉

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神，打造“红色门头

沟”党建品牌，在新时代“绿水青山门头沟”

建设中走在前、作表率。

本报讯（记者 张修钰）记者从

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获悉，我区

新增 28套“电子警察”。11月 23

日起，将针对外埠车辆限行、驾

车不系安全带、驾车接打电话等

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新增的 28 套摄像头多集中

在 中 心 城 区 范 围 ，包 括 绮 霞 苑

路、新城大街、金安路等 19 条主

要道路，对进出门头沟路段和城

区内主要道路及辅路进行重点

监控。

据了解，新增设备的交通违

章记录方式和常见的超速、实线

变道有所不同，采取正面拍摄的

方式，检测到车辆违章行为时，

实时拍照形成执法证据；经人工

二次审核后，将符合规定的违法

数据录入系统，并通过短信等渠

道告知违法行为人或车辆所有

人按相关规定接受处罚。

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综合

中队中队长申逸然介绍，根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高速公路

或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驾驶

车辆时不系安全带，处 50 元罚

款；对驾驶人在驾车时拨打移动

电话，处 200元罚款扣两分。

本报讯（通讯员孙宝明）近日，

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区交通

局开展“双超”治理活动，查获7辆

严重超载大货车。

联合执法部门在清水涧沟内

发现7辆重载车辆，后将7辆车押

至芹峪口检查站进行称重，7辆车

均超载30%以上。经询问驾驶人

称货物在下苇甸附近装载，因北

京市五环路以内道路6时至24时

禁止外省市货运机动车通行，所

以躲在清水涧沟里。其中1辆装

载101.7吨，其余6辆均装载92吨

左右。

民警依法将车辆暂扣，对超

载大货车驾驶人处以驾驶证记6

分，罚款1800元的处罚，并责令其

将超载货物就地进行卸载转运。

本报讯（通讯员高秋明）近日，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接到非法捕捞举报线索后，迅速

启动应急处置方案，开展专项执

法行动。

当晚20时，执法队员到达举

报线索中所指的区域进行搜索。

20时30分许，执法队员发现水面

上有一处异常灯光，迅速向该处

合围，成功查获一名涉嫌违反禁

渔期、禁渔区管理规定进行捕捞

的嫌疑人。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

理。

据了解，今年以来，区农业综

合执法大队突出以红色党建为引

领，形成以主要负责人精心组织

抓部署，全队齐心协力落实“接诉

即办”工作机制，积极落实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件件有落实、事事

有回音，实现响应率、满意率、解

决率100%。同时，区农业综合执

法大队主动查找举报多发地、多

发时段，开展针对性执法，由原来

的“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

变，通过这一举措，大大减少了投

诉举报数量，尤其是涉渔投诉举

报从2019年31件降到了2020年

14件，“未诉先办”分析研判及处

理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今年，在水政、公安以及属地

政府的配合下，区农业综合执法

大队完成对8起涉渔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区

消防救援支队在北京科技高级技

术学校举办第九届石龙杯消防技

能竞赛活动。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技

能竞赛正式拉开序幕。本届竞赛

结合“一警六员”消防基本技能实

操实训工作，设有火灾模拟趣味

逃生、水带折返跑、连接出水和模

拟灭火等5个项目，赛制包含团体

赛和个人赛。

参赛选手说：“通过比赛提高

了我们的消防安全水平和意识，为以

后的消防安全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石龙杯消防技能竞赛

从2012年至今已举办9届，本次比

赛共有来自7个镇街60多家重点单

位的350余人参加。

区消防救援支队二大队监督

员孔令琪说：“希望企业日常加强对

消防工作的认识，从实际出发，增加

消防工作的投入和关注力度。”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潭柘寺镇 97.6 1
军庄镇 97.3 2
城子街道 96.8 3
大峪街道 96.5 4
龙泉镇 96.2 5

东辛房街道 96 6
永定镇 94.1 7

其他地区

妙峰山镇 98.4 1
大台街道 97.6 2
王平镇 96 3
斋堂镇 95.4 4
雁翅镇 95.2 5
清水镇 94.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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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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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 3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0 - 3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2 100% 0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1 100% 4 33%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7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2 100% 7 83%
10 王平镇 100% 100% 1 100% 1 -
11 雁翅镇 100% 100% 0 - 4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6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 5 66%
全区合计 100% 100% 14 50% 40 88%

门城地区新增28套交通违章摄像头

本报讯（记者 杨爽）近日，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举办2020年退役

军人专场招聘会。

活动现场，17家企业的招聘

负责人将招聘信息海报张贴在展

位前，主动为前来咨询的退役军人

介绍公司概况和薪资待遇，给他们

提供岗位参考和职业规划建议。

一名退役军人说：“招聘会为

退役军人和企业之间搭建了一座

桥梁，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福利。”

据了解，本次专场招聘会是

今年我区首场服务退役军人的线

下招聘会，现场提供会计、司机、

工程师等就业岗位415个，共吸

引100余名退役军人前来应聘。

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说：“今年，我们联合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线上线下

两种方式，举办两场退役军人专

场招聘会，共发布就业信息80余

条。目前，已有50余名退役军人

与招聘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本次招聘会的招聘信息已由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到

各级退役军人服务站，未能参加

现场招聘的退役军人及其他求职

者可关注“门头沟人力社保”微信

公众号，获取相关信息。

我区举办2020年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