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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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排名本月排名本月排名本月排名

门城

地区

潭柘寺镇 92.82 1

东辛房街道 92.09 2

大峪街道 91.32 3

永定镇 89.81 4

龙泉镇 89.75 5

军庄镇 88.71 6

城子街道 85.71 7

其他

地区

大台街道 90.57 1

妙峰山镇 90.50 2

雁翅镇 90.21 3

清水镇 90.05 4

斋堂镇 89.98 5

王平镇 89.0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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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山社区 93 57 分类设施设置不达标、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2 永定镇 冯村新园二期 92.5 58 分类设施设置不达标、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未正确分类

3 龙泉镇 峪新社区 92 59 分类设施设置不达标、站点垃圾满冒

4 龙泉镇 中门寺南坡二区 91.5 60 分类设施设置不达标、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5 大峪街道 新桥西区社区 90 61 站点堆物堆料、脏乱、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6 龙泉镇 西山艺境社区 90 62 分类设施设置不达标、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垃圾满冒

7 龙泉镇 中门寺南坡一区 89.5 63
分类设施设置不达标、站点垃圾满冒、站点周边堆物堆料、
脏乱

8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五区 89 64
分类设施设置不达标、站点垃圾满冒、站点周边堆物堆料、

未正确分类投放

9 大峪街道 南路一社区 88.5 65 分类设施设置不达标、站点周边堆物堆料、脏乱

10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七区 88 66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分类设施设置不达标、站点垃圾满冒、
站点周边堆物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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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亩堰村 97 52 站点周边堆物堆料、脏乱

2 清水镇 张家铺村 97 53 站点周边脏乱、大件垃圾、装修垃圾暂存点不达标

3 潭柘寺镇 赵家台村 97 54 站点周边堆物堆料

4 清水镇 简昌村 97 55 设施脏污、破损、站点周边堆物堆料、防雨棚设置不达标

5 清水镇 塔河村 96 56 站点周边堆物堆料、脏乱、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

6 王平镇 西石古岩村 95.5 57 站点周边堆物堆料、脏乱、设施破损、脏污、容器标识不规范

7 军庄镇 灰峪村 95 58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村内垃圾乱堆乱放、未正确分类投放

8 妙峰山镇 陈家庄村 95 59
设施破损、脏污、防雨棚设置不达标、大件垃圾、装修垃圾暂
存点不达标

9 斋堂镇 沿河城村 94.5 60 容器标识不规范

10 清水镇 黄安村 93.5 61
站点周边脏乱、分类设施设置不达标、大件垃圾、装修垃圾暂

存点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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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子街道 城子大街社区 100 1

2 城子街道 矿桥东街社区 100 1

3 东辛房街道 河南街社区 100 1

4 城子街道 城子西街社区 99 2

5 城子街道 市场街社区 99 2

6 东辛房街道 滑石道社区 99 2

7 龙泉镇 东南街社区 99 2

8 潭柘寺镇 存诚苑 99 2

9 大台街道 桃园社区 99 2

10 永定镇 永和新苑 98.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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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高速路

区科信局茶叶引种和加工研究示范项目取得成效
王平镇加大日常巡查力度
提醒村民预防煤气中毒

筛选出4个优良茶叶品种推广应用

11月份环境考评得分表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 屈媛）
为更好地提高村民安全防范意

识，王平镇安家庄村加大对村内

住户的日常走访巡查力度，防止

煤气中毒事故发生。

在村民家中，工作人员重点

检查烟囱的接口、风斗以及烟感

报警器使用情况。“我们今天来

看看您家的炉具和烟道，一定记

得开窗通风，平时在家也多注意

安全。”工作人员一边检查，一边

不停地叮嘱着。

据了解，目前安家庄村有

150户常住村民，冬季用煤取暖

的有39户，每年在采暖季到来

之前，村“两委”干部和工作人员

都会提前到村民家中进行入户

检查，发放宣传手册，并在醒目

位置张贴安全提示标识，提醒村

民预防煤气中毒。

此外，考虑到村里老年人居

多，村“两委”干部积极组织党员

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带动群

众积极参与到为村民家中送煤

的工作中来，在取暖季到来之

前，把70余吨清洁燃煤全部送

到村民家中。

安家庄村党支部委员李继

辉说：“我们每周都会组织党员

到村民家中去走访，重点对煤

炉、烟感报警器进行检查，确保

村民安全过冬。”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连日来，区
科信局针对我区打造“门头沟小
院+”产业，推动观光农业多元发展
的科技需求，积极实施门头沟区茶
叶引种和加工研究示范和红茶树
种引种和培育、研发试制和加工红
茶示范项目。

区科信局积极创新工作方式，
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采取线上对
接、技术交流的方式，推动项目实
施。分别在3月中旬至5月中旬间
分3次从浙江省金华市和福建省武
夷山市引入15个茶树品种5万余
株茶苗，在清水镇下清水村示范种
植约20亩，并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开
展了不同茶树品种适宜性比较研
究，通过田间生长性状调查，筛选
出适宜我区推广应用的4个优良茶
叶品种。

区科信局参考国内茶叶高产高
效栽培和生产技术相关标准，结合
我区实际情况，从茶园规划建设、引

种栽植方法、土壤和水肥管理、病虫
草害防治、茶树修剪和采摘加工等
方面编制了《门头沟地区茶叶引种
栽培技术规范》，用于指导茶叶引种
栽培示范和应用推广。

此外，项目配套购置钢揉捻机、

摇青机等相关茶叶加工设备，联合
北京阿芳嫂黄芩种植专业合作社，
在清水镇上清水村建设了1条红茶
加工生产线，利用引种示范的茶苗
和清水镇野生山茶的叶片制作加工
出10个品种茶叶产品。其中，大红

袍、肉桂、正山小种3种红茶茶多酚
含量在规定的红茶标准范围内；茶
叶污染物含量的检测结果，符合国
家农业行业标准《绿色食品茶叶
（NY/T 288-2012）》规定的茶叶绿
色食品标准。

为突破茶苗北方越冬困难的技
术难题，区科信局积极研究茶苗越
冬技术，综合考虑气候特点、保温效
果、经济成本等因素，设计了双层小
拱棚防护、茶苗行间铺草防护、培土
掩埋防护等越冬防护技术，研究建
立经济可行的茶苗越冬防护技术模
式，进一步支撑茶叶引种栽培的示
范推广。

为了提升茶叶推广种植的效
益，区科信局还积极谋划探索茶叶
采摘和采茶制茶等农业旅游和体验
发展模式，打造适合民宿和休闲旅
游农业园推广应用的茶叶体验农旅
产业模式，推动我区“门头沟小
院+”产业和休闲旅游农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铮）国道 109新线高速公路

安家庄特大桥工程目前正式进入实质性施工阶

段，工程进展顺利，预计 2023年完成主桥转体施

工，实现贯通。

安家庄特大桥位于王平镇安家庄村东南 1.5
公里，桥位总体呈东西走向，桥梁起于永定河北

侧，止于安家庄村西并与安家庄隧道相接。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方正在进行桩基

础施工作业。工程中最大的施工重点为主桥转

体施工建设，桥梁全面贯通后将跨越丰沙铁路和

永定河，因此施工方需按照设计要求首先完成主

桥体施工，再进行旋转完成高速道路衔接。主桥

转体施工方式，既保证了施工进度和安全，又避

免了施工对铁路和河道正常运行的影响。

据了解，安家庄特大桥桥梁总面积为 73367
平方米。桥梁上部结构中主桥部分采用钢桁架

梁转体技术进行施工，引桥部分采用 25-55米钢

板组合梁预制架设进行施工。下部结构中墩柱

高度为 20至 40米之间，同时，为增加桥墩的横向

刚度和受力性能，左右幅主桥中墩和边墩将通过

盖梁横向连接在一起，形成π型墩和 M 型墩。

项目总包部四工区副经理陈美军说：“我们

将采用斜拉桥桥梁结构形式，来确保桥梁建成后

可以直接完成铁路和河道的跨越。在建设过程

当中，首先是沿着河道进行平行施工建造，主桥

体拼接完成后再对桥梁进行旋转，预计2023年可

以完成整座桥梁建设。”

1.北京晟垚铭汇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1）司机：10名，不限学历，月薪4500元以上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果先生 13911798175

2.雷鸟顺达（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货运司机：40名，不限学历，月薪8000-12000元

单位地址：丰台区

联系方式：锁先生 13911806030

3.北京通达龙泉商贸服务中心
（1）流浪犬抓捕员：1名，不限学历，月薪250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杨先生 13910973818

4.北京优胜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医疗器械微生物检验员：3名，专科以上学历，

月薪4000-800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罗女士 13439666779

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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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至12月3日对13个属地单位所辖的共66个社区、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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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处点位，发现7类问题共计308个，问题发生率43.6%；

主要问题为村内垃圾乱堆乱放、语音提示装置设置不达标、厨余垃圾分类不
纯净、站点周边脏乱、站点周边堆物堆料、大件垃圾、装修垃圾暂存点不达标
等，占问题总量的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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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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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庄镇 孟悟村 100 1

2 军庄镇 香峪村 100 1

3 王平镇 东马各庄村 100 1

4 王平镇 西落坡村 100 1

5 斋堂镇 王龙口村 100 1

6 潭柘寺镇 草甸水村 99.5 2

7 军庄镇 东山村 99 3

8 清水镇 艾峪村 99 3

9 清水镇 双涧子村 99 3

10 王平镇 东落坡村 99 3

区残联举办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连日来，区

残联举办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课
程，为全区300余名残疾人进行专
业技能培训，并举办专场招聘会，帮
助残疾人就业。

今年50岁的闫金凤是面点课
程的学员，7年前因为一场突如其来
的疾病，造成上肢残疾，生活变得愈
加艰辛。通过培训课程，闫金凤不

仅掌握了多种面点制作技能，还在
区残联的帮助下，来到残疾人促就
业招聘会现场，为自己寻找到了一
份合适的工作。

闫金凤说：“学习这些技能，对
我们的帮助非常大。不但日常生活
中用得到，而且以后找工作时也多
了一条出路，让我们对今后的生活
充满了信心。”

据了解，区残联以帮助残疾人
成为技能人才、逐步实现稳定就业
为目的，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
课程包括面点制作、手工美甲等多
项内容。

截至目前，区残联已开展培训
课程20期，培训残疾人300余名。
建立 11家帮扶性就业基地，帮助
123名残疾人就业。同时，借助企

业资源和优势，为残疾人劳动力就
业提供定制岗位，以就近就便为原
则，解决70名山区无保障低收入残
疾人就业难题。

区残联理事长高增龙介绍:“我
们将继续开展不同类别的培训，设
计更多形式的培训内容，用多样化
的培训课程来满足残疾人的个性化
就业需求。”

国道国道109109新线高速公路安家庄特大桥工程开始施工新线高速公路安家庄特大桥工程开始施工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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