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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109新线
高速公路项目

完成牛年首次爆破

春节假期我区旅游总收入1047万元
手机绑定智能平台

陈家庄村民一键解决村内事

区科信局
开展液化石油气整治

和打击非法盗采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习惯
的转变，智能手机及应用软件成
为大多数百姓生活中的好帮手。
妙峰山镇陈家庄村通过在村内推
广使用“晓村务”智慧乡村服务管
理平台，不断完善基层党建、村务
公开、垃圾分类等服务功能，提高
基层村域治理的智能化、专业化
水平。

在陈家庄村北的垃圾站旁，
一名垃圾分类指导员正在对当日
回收的其他垃圾进行分拣、称重，
然后拿出自己的智能手机，扫描
二维码登陆“晓村务”平台的垃圾
管理模块，将分拣量及时、准确地
输入小程序后台，方便村委会了
解掌握村子垃圾分类总体情况和
相关数据信息。

据了解，这款“晓村务”智慧
乡村服务管理平台，是陈家庄村
推进智慧乡村建设的一项创新探
索，平台涵盖基层党建、村务公
开、通知公告、便民服务等多项功
能。目前,全村70%的村民都已注

册使用“晓村务”，陈家庄村逐步
实现了政务服务掌上化办公、村
情民意电子化收集，从而进一步
提高了基层治理的智能化、专业
化水平。

一位村民说：“自从有了这个
小程序之后，感觉特别方便。村
民们有什么事，直接在平台上一
说，就能把问题反映上去。”

去年，陈家庄村还根据村域
实际，在拓展“晓村务”平台服务
功能的同时，对原有的“书记信
箱”“公共服务”“大家说”等模块
进行了维护更新，并利用教学培
训、投票评比、积分兑换等手段，
鼓励村民通过“晓村务”程序积极
参与乡村治理，持续深化线上线
下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

陈家庄村委会主任陈小年
说：“从现在的运行结果来看，应
该说达到了当初建设这个平台的
目的。大家对村务工作的参与度
都在平台里边有很好的体现。村
民们的热情，坚定了党支部和村委
会的信心，要把工作开展得更好。”

本报讯（记者 耿伟）近日，区

科信局开展液化石油气整治和打

击非法盗采专项行动，全力确保

地区安全稳定。

区科信局按照《门头沟区打

击非法盗采60天专项行动方案》

相关部署，进一步细化了四项工

作目标：一是协助相关镇街加大

对关闭煤矿的巡查力度，按照每

月覆盖一遍的要求开展巡查工

作；二是积极参与区督导组组织

的联合执法行动；三是落实区、镇

联动，强化“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机制，切实有效解决问题；四是建

立已关闭煤矿巡查档案，及时将

巡查信息进行报送。

自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区科

信局已对全区50座已关闭煤矿

进行了全覆盖巡查，各井口封闭

完好，符合关闭标准。

此外，区科信局建立完善了

工业企业、通讯运营商液化石油

气使用情况排摸和指导检查台

账，并召开安全生产检查督导专

题会议，确保专项行动措施落实

到位，巡查不留死角。

截至目前，区科信局已对19

家工业企业进行全覆盖指导检

查，对北京荣福盛业食品加工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格兰中创液压

泵有限公司、北京牧晨机电有限

公司3家存在问题的企业，下发

了液化石油气使用安全生产工作

建议书，并责令限期整改。

今后，区科信局将继续深化

落实全国及市、区相关工作要求，

开展动态排摸和多频次、全覆盖

指导检查，督促企业主动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防各类事故

发生，确保全区工业、软件和信息

化服务业、通讯运营商安全生产

形势稳定。

本报记者综合报道 记者从区

商务局了解到，春节期间，我区餐饮

企业在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要求

的基础上，积极调整经营思路、创新

服务方式，餐饮市场营业火热。

为了更好地满足节日期间百

姓的用餐需求，服务于民，我区多

家餐饮企业推出年夜饭套餐和用

餐优惠活动，重点餐饮企业消费热

度高涨、预订用餐市场火爆。截至

2月17日（大年初六），部分品牌餐

饮企业节日用餐预定率超过80%，

堂食消费占市场主导。同时，半成

品年夜饭、年夜饭外卖等订餐模式

也成为了餐饮市场的新消费模

式。网络预订、配送和线下自提等

服务为百姓提供了更多的节日就

餐新选择。其中，2至8人的餐饮套

餐较为畅销。

随着节约用餐的文明理念逐渐

深入人心，拒绝剩宴、光盘行动、分餐

制、公筷制等用餐习惯已成为百姓餐

桌上的文明新风尚。各餐饮单位通

过张贴宣传海报、推出小份餐食、点

餐提示服务等多项措施，不断为市民

文明就餐提供着良好的宣传引导。

据区商务局数据统计，我区

50%以上的消费者主动提出分餐或

者积极配合分餐就餐；80%以上的

消费者在点餐、用餐环节，有反对

浪费的行为意识并能够积极配合。

记者从区文旅局了解到，今年

春节假期，我区旅游接待人数

15.24万人次，总收入1047万元，已

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成左右。

各景区在做好旅游接待的同

时，按照最新版的疫情防控指引，

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等级景

区按不超过日最大承载量50%限

量售票，所有收费型等级景区均

开通了预约售票服务，严格控制预

约人数。

春节期间，潭柘寺景区接待人数

5.89万人次，综合收入486.87万元；戒

台寺景区接待人数1.59万人次，同比

2019年增长57.43%，营业收入94.44

万元；妙峰山景区接待人数1万人

次，同比2019年增长96.17%，收入

74.45万元，同比2019年增长60.14%；

爨柏景区接待人数3900人次，同比

2019年增长254.55%，收入9.71万元，

同比2019年增长228.04%。全区民俗

接待人数3.07万人次，累计收入232.33

万元；民宿接待人数2894人次，综合收

入132.33万元。

记者从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了解到，春节期间，我区积极做好

“接诉即办”工作，强化值班值守和

信息报送，加大问题督办力度。

2月12日12时至2月17日12

时，我区共接到市民电话反映诉求

842件。其中，12345热线直派镇

街533件,交办分中心转派309件。

针对节日特点，我区高度重视

民生类诉求，春节假期，我区共接

到涉及供水诉求63件、小区配套诉

求44件、市场环境秩序诉求43件、

疫情防控诉求36件、垃圾分类诉求

32件。均已第一时间交办到具体

责任单位，确保百姓诉求得到及时

回应，有效解决。

为确保辖区居民度过一个安

定祥和的春节，龙泉镇结合辖区实

际，认真落实各项工作部署，特别是

在疫情防控监督检查方面，始终保

持高度警惕，持续加大执法力量。

龙泉镇从疫情防控、燃气安

全、大气污染防治、街面秩序保障

四方面工作着手，努力营造整洁优

美、和谐有序的辖区环境。春节假

期持续开展“三类场所”疫情防控

检查、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春节空

气污染防治专项执法、街面环境秩

序保障等工作。

春节期间，龙泉镇检查“三类

场所”共235家，检查发现存在疫情

防控落实不到位门店8家，均已要

求责任单位立行立改；餐饮单位燃

气安全检查77家次，发现燃气使用

安全隐患问题4家次，均已责令限

期改正；查处无照经营、店外经营

等市容环境问题7起。

本报讯（记者 耿伟）2月 19日，国道 109新线
高速公路项目隧道工程实现了今年首爆，迅速吹
响了今年全面生产的“冲锋号”。

负责该项目的国道 109新线高速公路北京市
政路桥总包部十一工区，施工一线始终是引擎轰
鸣，钢筋撞击声不绝于耳，忙碌景象跃然于目。

北京市政路桥参建者们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
会，这个春节坚守在建设施工一线，在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科学安排工期，全力以赴保
障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截至目前，小龙门隧道左线累计进尺73米，右
线累计进尺28米；龙王沟2号大桥桩基工程目前累
计完成23棵桩基，累计加工完成33根钢筋笼。

2月份第三周(2.15-2.21）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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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

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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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

2 城子街道 100% - -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 - 0 -

4 大台街道 100% 6 100% 0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 - 4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1 100% 1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 - 4 -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3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 - 7 25%

10 王平镇 100% 100% - - 4 0%

11 雁翅镇 100% 100% - - 8 0%

12 斋堂镇 100% 100% 1 100% 5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 - 3 66%

全区合计 100% 100% 10 90% 39 56%

（一）检查范围
1月，区垃圾分类指挥部专业检查队伍对全区13个镇街，

217个社区、138个村开展了检查，共分为门城地区组（大峪街

道、城子街道、东辛房街道、龙泉镇、军庄镇、永定镇、潭柘寺镇）

及农村地区组（妙峰山镇、王平镇、大台街道、雁翅镇、斋堂镇、清

水镇）。检查考核指标调整为：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生活垃圾减

量率、设施达标率、居民自主投放率4项指标，分别占比20%、

30%、30%和20%。

（二）检查问题
1月现场检查点位共1816处，发现问题1039处，问题发生率

为57.2%；主要问题为容器标识不规范，桶站公示牌不达标，站点周

边脏乱，站点垃圾满冒，设施脏污、破损，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等。

（三）考核排名情况

垃圾分类检查排名月情况通报
表1：门城地区1月综合得分及排名情况统计表

表2：农村地区1月综合得分及排名情况统计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属地属地属地属地 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 月排名月排名月排名月排名 家庭垃圾分出率家庭垃圾分出率家庭垃圾分出率家庭垃圾分出率 其他垃圾减量率其他垃圾减量率其他垃圾减量率其他垃圾减量率 设施达标总得分设施达标总得分设施达标总得分设施达标总得分 居民自主投放居民自主投放居民自主投放居民自主投放

1 龙泉镇 83.47 1 20 25.3 23.64 14.53

2 永定镇 80.86 2 20 20.51 23.53 16.83

3 潭柘寺镇 80.61 3 20 20 23.91 16.7

4 东辛房街道 79.08 4 20 20.51 23.35 15.23

5 城子街道 78.19 5 20 22.01 23.42 12.76

6 大峪街道 74.1 6 20 20.83 21.44 11.84

7 军庄镇 73 7 20 20 21.84 11.16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属地属地属地属地 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 月排名月排名月排名月排名 家庭垃圾分出率家庭垃圾分出率家庭垃圾分出率家庭垃圾分出率 其他垃圾减量率其他垃圾减量率其他垃圾减量率其他垃圾减量率 设施达标总得分设施达标总得分设施达标总得分设施达标总得分 居民自主投放居民自主投放居民自主投放居民自主投放

1 王平镇 91.95 1 20 30 23.28 18.67

2 大台街道 88.55 2 20 29.95 23.12 15.48

3 清水镇 87.01 3 20 23.44 23.57 20

4 斋堂镇 86.84 4 20 23.9 23.66 19.29

5 妙峰山镇 82.49 5 20 20.57 22.73 19.19

6 雁翅镇 81.11 6 20 20 22.89 18.21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