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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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 1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0 - 6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 2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 1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3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0 - 5 75%
10 王平镇 100% 100% 0 - 2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1 100% 5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2 50%
13 清水镇 100% 100% 0 - 4 20%
全区合计 100% 100% 3 100% 3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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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第二周(12.7-12.13）河长制基本情况

我区建立助残增收基地拓宽残疾人增收途径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我区推动青少年冰雪项目
蓬勃开展

全市首个
政务便民超市平台正式上线

科技扶贫 技术指导 奖励资金

阜石路西延热力管线工程
有望2021年3月完工

本报讯（通讯员康颖婕王婷）为
助力低收入帮扶，补齐因残致贫农

户脱低需求，近年来，我区积极建立

助残增收基地，解决残疾人群体脱低

需求，力争“脱低路上一个不掉队”。

2016年低收入帮扶工作开展

以来，全区坚持以“红色门头沟”党

建为引领，把低收入帮扶工作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区四套班子领

导亲自挂帅帮扶，入户“访贫、问

情”，找准致贫原因，夯实助残增收

根基，开准脱低“药方”。通过调研

发现，因残致贫是低收入农户致低

重要原因之一，有残疾人的低收入

农户占比全区低收入农户约29%，

因身体原因，大多数低收入农户没

有从事稳定工作的能力，不仅脱低

增收十分困难，更因无法参与社会

活动，部分残疾人心理出现问题，不

愿参与社会工作，形成了脱低困难

的恶性循环。

就业作为农户脱低的稳定增收

途径，对残疾人脱低增收至关重

要。为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2016

至2017年我区共建立扶贫助残基

地7家，2018年依托清水镇、斋堂

镇、雁翅镇的低收入村寻找适宜项

目，持续建立助残增收基地，基地工

作通过科技扶贫、技术指导和奖励资

金的方式，提高了基地的扶持积极性

和被扶持残疾人的劳动热情，使基地

在扶持残疾人增收的前提下，自身也

能够得到发展，直接促进了农村主导

产业项目的发展。截至目前，助残增

收基地共计扶持残疾人177人次，扶

持资金共 394.685 万元。2019 年

底，全区全部残疾人低收入农户达到

低收入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1160元

的标准线。助残增收基地使农村残

疾人从过去的接受救济型逐渐向劳

动自助型转变，不仅增加了残疾人收

入，更让残疾人提升了生活信心。如

雁翅镇田庄玫瑰花种植基地，依托蒋

沟的260亩玫瑰花种植园积极安排

残疾低收入农户劳动，同时安排实用

技术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不仅提高

了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更提升了生产

生活技能和生活信心。多位残疾人

说道：“收入增加了不少，能给家里补

贴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截

至目前，该基地共计为残疾人提供

53人次帮扶服务。

时至今日，残疾人低收入农户

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欣欣向荣景象处处可

见，助残增收基地作

为服务农村残疾人的

载体，成为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工

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实施精准

化帮扶措施，我区通过促进农村合

作社在低收入帮扶中发挥主导作

用，给予依托村集体建立基地的充

分主导权，加强基地运营规范化、

市场化。安排残疾人劳动的方式

由基地统筹规划，基地自主确定日

劳动补贴标准，将劳动补贴直接拨

付到残疾人一卡通中，切实保障被

扶持残疾人的收入及合法权益。

同时，街镇、区残联对基地的日常

管理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抽查，确保

帮扶长效机制的形成，助力打赢低

收入帮扶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何依锋屈媛）位于

双峪路口东北角的两个完全封闭的

工棚近来备受我区百姓关注。很多

走过这里的人都会纳闷，这里面到

底是个什么工程？近日，记者带着

大家的疑惑走进这个工地，详细了

解了这项神秘工程的进展情况。

双峪路口东北角，一个由金属

全包裹的工棚里面，几个工人正在

对钢筋进行切割，这是每个工地必

备的施工环节，看不出什么特别。

顺着旋转的梯子一直向下，我们跟

随工作人员来到了 15米深的地下

作业面，两个巨大洞口十分震撼，阵

阵冷风袭来，不禁让人瑟瑟发抖。

这里正在进行的就是阜石路

西延热力管线工程，施工作业绝大

多数都在地下进行，目前工程已完

成沟槽开挖，工人们正在进行二衬

拱顶侧墙绑扎工作，之后会进行打

灰浇筑、管道铺设、焊接等工序。

值得一提的是，工程所涉及的隧道

挖掘工作全部采用人工作业，没有

动用任何机械辅助。

现场施工管理人员介绍，采取

人工开挖的原因就是避免土层松

动，避免塌方，开挖的过程中会同

步进行钢结构支护。

据了解，这项热力管线工程跨

越了门头沟区和石景山两个区，起点

位于爱玛裕广场，终点到我区双峪路

口，长度为1380米。共有6个竖井，

其中，涉及我区的有两个，全部采用

全罩棚施工作业。其中10号竖井设

两路分支，南侧管线连接我区现有

热力管线，西侧管线为预留联通管

线，待我区有实际需求时，可随时进

行连接使用，为新建小区供暖。

工程负责人于峰说：“预计工

程于 2021 年 3月份完工。这项工

程采用的是全罩棚，主要是为了控

制扬尘和减少噪音以及城市的美

化，此外，我们还装了一些喷淋装

置来保护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杨爽）今年以来，

区环卫中心持续扎实推进“厕所革

命”，对现有老旧公厕实施提升改造，

改善如厕环境，提升公厕服务品质。

粉刷一新的外墙、清晰显眼的

标识牌……位于三家店东街路旁的

公厕，就是今年完成改造升级的老

旧公厕之一。除了外观上的变化，

公厕还新增了无性别间，并配备无

障碍设施和人性化设备，解决特殊

群体的如厕难问题。

公厕内部墙面和地面进行了翻

新、新近购置了洁具、厕位上安装了

LED显示屏、新加装了节能取暖设

备，还有去除异味的低位排风系统、

节水环保装置，这些全新的设施设

备为市民带来整洁、卫生、舒适的如

厕体验。

据了解，此次完成升级改造的

2座老旧公厕，曾存在异味大、设施

破损、水管堵塞等严重问题。区环

卫中心于今年8月启动老旧公厕提

升改造工作，并在修缮期间增设临

时移动厕所，尽量减少对居民生活

的影响。

区环卫中心工作人员安金龙

说：“今年，区环卫中心将2座公厕

改造提升和26座公厕气水冲设备

升级，纳入了为民办实事项目，并在

门城地区完成了10座旱厕改造工

作。截至目前，38座公厕已全部完

工并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杨铮）近日，区政

务服务中心推出全市首个线上门头

沟政务便民超市平台即“政务 e超

市”，线下服务与互联网的结合，为

企业和群众办事带来极大便利。

在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大厅

里，前来办理业务的王女士正在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线上政务便

民超市平台系统。王女士说：“这个

平台真不错，原来我们办个证照需

要跑好几趟，还要带好多材料。现

在在家用手机操作就把业务都办好

了，非常方便。”

据了解，政务便民超市平台是

依托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集成

和研发的综合性服务平台。系统以

首都之窗为总入口，设有帮办、证

照、民生、一件事套餐、营商环境、连

民心等9类企业和群众需求的热点

事项。

记者在平台上体验了一下，在

证照专柜，能看到个人生命周期需

要的29个热点证照，以及与企业相

关的78个高频证照，方便企业和群

众按照需求查询和办理。

市民刘先生说：“第一次使用

政务便民超市平台，感觉设计人性

化，内容很丰富、分类清楚，体验感

很好。”

目前，政务便民超市平台已开

通多个服务端口，办事企业和群众

可在“门头沟政府网站”“门头沟政

务”微信公众号和区政务服务中心

自助终端上进行操作。

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负责人

朱瑞介绍：“我们将按照政务服务

‘服出便利、服出实惠’的方向，继

续完善和改进平台的服务功能和

覆盖范围，在办事更加人性化、精

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努力提升

网上政务服务水平，不断优化区域

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刘鹏）连日来，区

体育局、区教委积极探索“体教融

合”新思路，通过开设学校特色课

程、体校广泛选拔、运用社会专业资

源的新模式，推动青少年冰雪项目

在我区蓬勃开展。

在东城区地坛体育馆里，我区

冰壶队队员周伊婧和队友一起，认

真聆听着区体校聘请的专职教练讲

解战术配合与技巧，随后大家根据

教练的指令，开始练习布局、掷壶和

刷冰。

周伊婧是大峪中学分校初二

年级的学生，她小学六年级时第一

次接触冰壶运动，并被区队选中。

三年时间里，周伊婧每周六都会参

加区队专业系统的训练，不仅对这

项冰雪运动有了更深的了解，更提

高了自身实力，还在今年北京市青

少年冠军赛上和队友一起获得混双

组第三名的成绩。

周伊婧说：“在教练的带领和

队员的努力下，我们参加了许多

比赛，收获了很多，不仅改进了投

壶技术，还提高了战术执行力和

团队意识。”

学校开设课程，体校广泛选拔，

这样的“体教融合”模式，给很多像

周伊婧这样喜爱冰雪运动且具备实

力的孩子，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在石景山区的一处冰雪学校

里，我区短道速滑队的孩子们也在

开展日常训练，看着孩子们认真刻

苦地训练，一旁的家长十分欣慰。

一位家长说：“孩子特别喜欢这项运

动，每周的集中训练也能增强孩子

的体质。”

近年来，区体育局和区教委通

过创新合作模式，积极探索适合我

区的“体教融合”发展之路，目前共

在38所中小学开设冰雪运动特色

课程，形成了以“体教融合”为主导，

“体社结合”为补充的青少年体育工

作新局面。

我区完成38个公厕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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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子街道 98.4 1
永定镇 97.6 2
龙泉镇 97.3 3
军庄镇 97 4
潭柘寺镇 96 5
大峪街道 95.4 6
东辛房街道 94.4 7

其他地区

王平镇 97.6 1
雁翅镇 97.3 2
清水镇 96.8 3
大台街道 96 4
妙峰山镇 95.7 5
斋堂镇 94.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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