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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爽）为有效
应对寒潮天气，北京热力集团门
头沟分公司提前对供热设备升温
运行，加强系统监控、设备巡检
和投诉处理等重点环节管控，保
障寒流过境期间气温下降，室温
不降。

在石门营热源厂的锅炉控制
室内，工作人员正在密切监控集
中供热控制系统。根据系统数据
显示，热源厂4台锅炉均已开启
全负荷运行。目前，一次供水为96
摄氏度，一次回水为45摄氏度，较
升温运行前各增加5摄氏度。

此外，北京热力集团门头沟
分公司提前与电力公司、燃气公

司等单位进行协调，并根据实际
情况增加天然气管道、热网循环
泵等热力设备的巡检频次，保证
用户用热需求。

北京热力集团门头沟分公司
副经理周五林说：“针对寒流，我
们配备了一支15人的抢修队伍、
10辆抢修车，24小时应急值班，
充分保障我区所有供热单位的供
热服务工作。”

供暖期间，如居民家中出现
暖气不热、跑水、漏水等情况，可
拨打热线电话96069或直接与本
社区的供热管家联系，热力集团
门头沟分公司将提供24小时上
门服务。

北京热力集团门头沟分公司
积极应对寒潮天气 全力保障居民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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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首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进入试运营阶段

本报讯（记者 马燊 张修钰）
我区首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
位于大峪街道月季园东里社区，
目前，已建设完成并进入试运营
阶段。电梯正式投入使用后，将
为高层住户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
条件。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一项方
便百姓出行的民心工程，更是众多
老旧小区居民的迫切盼望。记者

在现场看到，小区内其他住宅楼的
居民们纷纷前来体验，大家都盼望
各自的单元楼也能早日加装电梯。

一位居民说：“安装电梯对于
我们老年人来说真是太方便了！”

目前，月季园东里社区共加
装 3 部电梯，两部已竣工并投入
试运营，另外一部正在加紧施工，
其他单元楼电梯加装的沟通协调
工作也正在有序推进。

国道国道109109新线高速公路项目全线试验室建成新线高速公路项目全线试验室建成
本报讯（记者 陈凯 谢琪锦）

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项目是全
区百姓关注的重点工程，自开工
以来，工程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同
时，保证施工质量，各工区加快建
设工地试验室，检测工程原材，用
科学数据为工程质量保驾护航。

在六工区的试验室里，技术
人员正在进行钢筋抗拉强度试
验。记者在现场等待了大约两三
分钟的时间，只听“啪”的一声巨
响，钢筋就被拉断了。

一位技术人员说：“我们现在
正在进行直径25毫米的热轧带
肋钢筋实验，所检指标，抗拉强度
应符合规范要求，大于等于540
兆帕，现在我们拉出来的是598
兆帕，满足进场要
求。”兆帕是一种压
强单位，技术人员
所说的598兆帕相
当于这种钢筋能承

受将近6吨的力。
据了解，试验室建筑面积

600平方米，共设置化学室、混凝
土室、水泥室等19个工作室，可
以完成钢筋、水泥、砂石料等13
类项目检测。

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六工
区试验室负责人张滨康说：“检测
数量主要有钢筋原材35批次，钢
筋焊接11批次，滚土抗压22批
次，检测结果需要达到100%合格
才能允许进场，对过程检测要达
到100 %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的
施工。”

截至目前，国道109新线高
速公路项目全线共设置12个试
验室，现已全部建成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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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法院驻中关村科技园门头沟园
法官联络室挂牌

本报讯（记者 屈媛）为持续
优化全区法治营商环境，近日，区
法院在中关村科技园门头沟园党
群服务中心挂牌成立驻中关村科
技园门头沟园法官联络室。驻园
区法官联络室成立后将以营商护
航党小组为主要延伸触角，走进
园区驻点服务园区企业。

据区法院民二庭副庭长、
营商护航党小组组长文利介
绍，法官联络室成立后，营商护
航党小组成员将按照轮值表派
驻坐班，定点定人为园区企业开
展法律咨询、诉前调解、诉源治
理等工作。同时，法官联络室
还将开通 8000 法律咨询热线、
设立营商护航专用微信号，开

启线上线下联络双通道，确保
法官联络24小时不打烊。法官
联络室还将推出法治管家专项
服务，除了定点驻园区提供司法
服务外，区法院还与区石龙服务
中心、区工商联等部门以园区企
业涉诉通报，园区营商环境典型
案例发布等形式建立常态沟通
交流机制。

一位企业家说：“驻园区法官
联络室是区法院服务园区企业的
一个窗口，是企业与区法院之间
的法治直通车，希望驻园区法官
联络室创新联络形式、扩大辐射
范围，为不断提升民营企业法治
水平，推动企业依法经营、健康发
展创造良好法治环境。”

12月份第四周(12.21-12.27）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序号 镇/街 镇级河长巡河率 村级河长巡河率
镇、村河长

发现问题数

镇、村河长

发现问题整改率
第三方发现问题数 第三方发现问题整改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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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 0 -

2 城子街道 100% 1 100%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2 100% 0 -

4 大台街道 100% 0 - 4 -

5 潭柘寺镇 100% 100% 1 100% 2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0 - 4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0 - 2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1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1 100% 3 50%

10 王平镇 100% 100% 1 100% 0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0 - 6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0 - 4 60%

13 清水镇 100% 100% 1 100% 3 80%

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9 100% 29292929 86%86%86%86%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 谢琪锦
刘鹏）连日来，市、区多部门分别检
查了我区经营场所疫情防控措施
和安全生产制度责任落实情况。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和
区文旅局以“四不两直”的方式先
后到潭柘寺景区、部分影城、网吧
等文化娱乐场所，检查疫情防控
工作。

检查组重点查看了各文化娱
乐场所消毒通风、工作人员健康管
理、消费者体温测量登记等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检查中，大部分
文化娱乐场所能够认真履行防疫
主体责任，值守人员在岗在位，针
对部分场所工作人员动态防疫要
求掌握不够精准、未严格按照标准
佩戴口罩等情况，检查组责令立即
整改。

检查组要求，各文化娱乐场所
要坚决按照市、区两级疫情防控工

作指引，落实好防控措施，克服侥
幸心理、麻痹思想，坚守安全底线，
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为消费者营
造安全、健康的休闲娱乐环境。

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执
法一队队长王成说：“我们将继续
配合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做
好疫情防控检查和市场监管工作，
落实‘四方责任’和安全隐患排查
制度，确保我区文化娱乐场所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区文旅局联合区公安分局、
区消防救援支队、区应急局等部
门到门城地区部分KTV、网吧、影
院，重点检查经营场所消防设施配
备、隐患排查、人员佩戴口罩、体温
测量登记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检查中，针对部分经营场所存在的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检查组责令立即整改，并要求经
营者高度重视节假日期间安全生

产和疫情防控工作，做好消费者个
人疫情防控提示，防止出现聚集、
拥挤情况，严格落实市、区两级的
疫情防控要求，加强安全生产隐患
自查力度，确保地区安全稳定。

区文旅局安全科科长荣红旗
说：“节前，区文旅局已经对全区文化
旅游场所，进行了全覆盖的检查。
节日期间，我们会加大抽查力度，对
重点企业进行巡查和检查，做好节日
期间的服务和安全保障工作。”

据了解，这次联合执法检查行
动，共出动执法车辆6辆，执法人
员11人次。

近日，区应急局针对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开展第二轮工业企业疫

情防控常态化工作检查，重点查看
各工业企业员工体温检测记录、非
本单位人员出入登记、通风消毒记
录和环境清洁措施。

在做好疫情防控检查的同时，
执法人员还对企业安全用电、员工
食堂液化气存放等安全生产情况
进行全面排查。检查中，执法人员
发现部分企业存在配电柜前未放
置绝缘橡胶垫，电源插座超负荷使
用等问题，责令企业立即整改。同
时，要求企业进一步强化主体责
任，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各项举措。截至目前，区应急局共
出动执法人员42人次，发现并整
改隐患4项。

加强防控措施加强防控措施 保障市民安全购物保障市民安全购物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屈媛）连日来，我区

各大商超在做好节日供应保障的同时，加大防
控力度。双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针对节日期
间人流量较大的情况，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
础上强化各项防控措施。

记者在市场入口处看到，行人和车辆分为
两条通道，工作人员对车辆内人员采取人工测
温登记方式，而步行进入的行人在扫码登记之
后，通过市场内的红外热成像测温仪进行实时
测温，市民无需停留，有效控制了人群密度，避
免人员接触，确保入口通畅，平稳有序。

一位市民说：“每次进市场之前都要量体
温，扫健康宝，市场要求每个人必须戴口罩才
能进来。市场里面的卫生也比较干净，经常看
到商户对地面进行消毒，在这购物挺放心的。”

市场安排专职人员严格配比消毒液，并
放到固定区域，市场内 310个商户按自己的需
要前来领取消毒液，并对门前三包区域进行
每天 3次消毒。在生鲜区域，商户们都严格按
照要求佩戴口罩和手套，市场也对生鲜产品
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保证进货渠道安全
可靠。

市场管理人员说：“我们现在卖的生鲜都
是国产的，每一批次的产品都有核酸检测报告，
如果没有核酸检测报告，市场是禁止销售的。”

在做好日常疫情防控的同时，市场还完善
了应急处置预案，确保遇到突发情况时，可以
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双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高雪琴说：
“作为疫情防控的关键场所，在对管控措施进

一步强化的基础上，我们还继续完善了应急处
置预案，从疫情出现到封闭、流调，包括后期的
消杀、核酸检测、区域管控，各步骤全流程的进
行了推演，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确
保市场、人员和周边区域的安全。”

本报讯（记者 张修钰 高佳
帅）记者从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

获悉，我区新增的28套摄像头将

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时抓拍外

埠车辆和皮卡等载货汽车驶入禁

行路段等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

据了解，这次限行区域主要

集中在门城地区和永定地区。外

埠车辆如需进入限行区域，须提

前办理进京通行证，并放置在车

辆前挡风玻璃内侧左下部。特别

需要提示的是，每辆车每年最多

办理进京通行证12次，每次办理

的进京通行证有效期最长为 7

天；有效期满前，应驶离限行区

域。若超过有效期仍违规驾驶机

动车闯禁行，将被移动执法终端

实时采集，由交通管理部门依法

处罚。

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综合中

队中队长申逸然介绍，对违反限

制通行规定的驾驶人处以100元

的罚款，对违反禁令指示标志和

驾驶未办理进京证违反禁令指

示标志的，将处以100元罚款并

记3分。

针对皮卡等载货汽车和专项

作业车，将采取限时限行交通管

理措施，在同一限行区域内，每日

6时至23时禁止载货汽车和专项

作业车通行。需要注意的是，高

家园路全天禁止核定载质量2吨

及以上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

通行。

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提示广

大外埠车辆和货运车辆驾驶员朋

友，一定要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

全法的规定，以及限行区域的要

求，谨慎驾驶，避免造成不必要的

交通违法行为处罚。

我区开始抓拍
外埠车辆和载货汽车禁行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