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委第一巡察组 区人民法院
2021年3月5日至4月30日（工作日
9：00—11：30，14:00—17:00）

61868868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邮编：
102300，区委第一巡察组收

d1xcz@bjmtg.gov.cn

区委第二巡察组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信访办

2021年3月1日至4月25日（工作日
9：00—11：30，14:00—17:30）

69860335 
69851877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邮编：
102300，区委第二巡察组收

d2xcz@bjmtg.gov.cn

区委第三巡察组
区供销合作社     

北京京西山水文化旅
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日至4月23日（工作日
9：30—11：00，14:00—16:30）

69838461 
13220100194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邮编：
102300，区委第三巡察组收

d3xcz@bjmtg.gov.cn

区委第四巡察组
区经管站       

区园林绿化局
2021年3月1日至4月23日（工作日
9：00—11：30，14:00—17:30）

69867742 
69827194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邮编：
102300，区委第四巡察组收

d4xcz@bjmtg.gov.cn

区委第五巡察组
区红十字会      
区档案史志馆

2021年3月8日至4月23日（工作日
9：30—11：30，14:00—17:00）

69858670  
60805707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邮编：
102300，区委第五巡察组收

d5xcz@bjmtg.gov.cn

区委第六巡察组
区教委        

组别组别组别组别 巡察地区巡察地区巡察地区巡察地区、、、、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受理信访时间受理信访时间受理信访时间受理信访时间 信访电话信访电话信访电话信访电话 通信地址及邮编通信地址及邮编通信地址及邮编通信地址及邮编 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1年3月3日至4月23日（工作日
9：00—11：30，13:30—17:00）

69859358 
69843318

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邮编：
102300，区委第六巡察组收

mtgxcb5@bjmtg.gov.cn

根据区委巡察工作统一部署，

经区委授权，区委六个巡察组于近

日分别进驻各被巡察单位，对区人

民法院、区文化和旅游局、区退役

军人局、区信访办、区经管站、区档

案史志馆、区红十字会等7家单位

开展常规巡察；对区教委、区园林

绿化局、区供销合作社、北京京西

山水文化旅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等4家单位开展巡察“回头看”。

巡察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政治

巡察要求，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照党章党规

党纪，对照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被巡察党

组织履行党的领导职能责任，深入

查找政治偏差。按照中央“三个聚

焦”要求，加强对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情况、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情况和中央巡视反馈问题

整改情况的监督，加强对落实巡视

巡察、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

问题整改情况的监督，加强对制度

执行、权力运行情况的监督，加强

对问题多、权力大、风险突出的地

方和领域的监督，坚持党中央决策

部署到哪里、巡察就跟进到哪里，

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

发展作用，为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和

社会稳定大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坚强保障。

现场巡察时间自3月初开始，

50个工作日左右。巡察期间，巡察

组畅通信访渠道，设置值班电话和

电子邮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

单位领导班子及成员、下一级主要

负责人和重要岗位干部问题的来

信来电来访，主要受理关于违反

“六项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

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

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察单位和有

关部门认真处理。

十二届门头沟区委第十二轮巡察公布信访联系方式

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

十二届门头沟区委第十二轮巡察进驻一览表

党员带动 居民支持 措施有力

绿岛家园社区入选北京市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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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编辑/李继颖 ■ 美编/潘洁2 综合

门头沟石景山809个政务服务事项可跨区通办

区直机关工委
召开2021年党建工作会

接种新冠疫苗 张贴安心标识

潭柘寺镇这个做法有成效

3月份第一周(3.1-3.7）河长制基本情况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党建引领志愿服务

石门营六区七彩服务真出彩

西前街社区强化燃煤安全检查

垃圾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我先行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门头

沟区政务服务管理局与石景山区政

务服务管理局签订《政务服务“跨区

通办”结对共建协议》，共同确定了

首批809个政务服务事项可跨区通

办，企业和群众实现了无差别、就近

办理业务。

家住石景山区的翟晓雪是一名

企业办事人员，在得知跨区通办服

务开通后，一早便来到区政务服务

中心，为公司办理许可证申领业务，

仅仅10多分钟的时间，翟晓雪就顺

利地在窗口办理完所有相关业务。

她说：“跨区通办服务开通后，给我

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在跨区通办服务窗口，一台小

小的仪器格外醒目，两区政务服务

中心综合窗口的工作人员可通过这

台5G视频设备，实现跨区通办事项

的咨询、受理和出件业务无缝衔接。

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

人员介绍：“之前办事群众办理跨区

业务时，只能通过快递邮寄或者拨

打电话来沟通细节，现在有了这个

设备，可以直接视频与群众沟通，材

料哪里有问题现场改正，不仅方便

群众办事，也让群众少跑冤枉路。”

据了解，跨区通办服务明确了

首批809个服务事项，包括律师变

更执业、烟草零售许可和部分行业

企业年度检验等类别，两区工作人

员将按照统一业务流程和服务规范

为企业、群众办理业务。双方通过

制定跨区通办工作制度，搭建跨区

通办受理平台，实现跨区通办事项

材料智能分发、实时传输、在线审核

等全流程闭环，进一步优化营商服

务环境。

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负责人朱

瑞说：“在跨区通办的基础上，我们

计划利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多项

先进技术，继续推进各项信息化平

台的智能化和便捷化，进一步实现

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

本报讯（记者 安振宇）大峪街

道绿岛家园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充

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强化

桶站值守和垃圾分类知识宣传，通

过多种举措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近日，该社区入选第二批北京市垃

圾分类示范小区。

社区居民赵庆荣、常素华夫妇

家中，放置了多组分类垃圾桶格，

夫妻二人在日常生活中，会按照标

识将垃圾分类投放。自2013年，

他们就开始主动将垃圾进行分类。

2020年，赵庆荣夫妇在做好自家垃

圾分类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社区的

桶站值守，用实际行动和细心指导，

带动社区居民正确投放垃圾。

赵庆荣说：“刚开始进行垃圾

分类时，居民们不太懂也不习惯，

垃圾分类指导员就耐心细致地给

居民做讲解宣传，经过一段时间的

宣传，现在绝大部分居民在家就分

好类了。”

以党建引领垃圾分类，以模范

带动社区居民，绿岛家园社区广泛

发动社会力量，动员社区党员、共

青团员、物业工作人员311人参与

社区桶站值守，不断提高社区居民

的环保意识，养成垃圾分类

的好习惯。

党员的带动，居民的支

持，有力的举措，让绿岛家

园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有

序开展。绿岛家园社区党

委书记李平说：“社区厨余垃圾分

出率由原来的20%提升至现在的

33%，居民知晓率达到100%。社

区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扎实有序

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杨爽）3月5日，

区直机关工委召开2021年党建

工作会。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区委办主任、区直机关工委

书记金秀斌出席会议。

会上，区直机关工委作机关

党建工作报告。区检察院、区税

务局、区人力社保局和区环卫中

心进行典型发言。

金秀斌指出，2021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区全力开启

高质量建设“绿水青山门头沟”新

征程的关键一年。我们要始终坚

持“讲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

神，切实增强做好机关党建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夯实基层基

础，进一步服务发展大局，切实抓

好2021年机关党建各项任务,压

实机关党建的主体责任，及时总结

推广好的经验做法，推进我区机关

党建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东辛

房街道石门营六区依托7支志愿

服务团队，坚持把志愿服务作为

社区凝心聚力的有效载体，通过

党建引领带动全民参与，积极引

导不同群体为社区建设贡献力

量。

家住石门营六区的仇来福，

是社区赤色初心党员先锋队的一

名志愿者，每隔一段时间，他就随

着志愿者们到养老院帮老人打扫

卫生、整理房间，还为老人表演精

彩的文艺节目。为老服务已经成

为先锋队定期开展的志愿活动。

养老院内一位休养老人说：

“志愿者们隔三差五就来，每次都

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给我

们表演节目，演得特别好。”

仇来福说：“这些都是我力所

能及的事，作为一名退休党员应

该尽己所能，发挥自己的余热。

当了志愿者就应该把志愿工作做

好，像我们这样的党员，在社区还

有很多呢！”

这样的志愿服务，在石门营

六区社区已经形成常态化机制。

目前，社区共有赤色初心党员先

锋队、橙心“创城”攻坚队、金色管

家垃圾分类引导队、绿色园丁环

境队、青平卫士治安队、蓝心送暖

服务队和紫气艺香文艺队7支志

愿服务队，分别以7种颜色命名。

志愿者们定期开展垃圾分

类、环境维护、为老敬老等方面的

志愿服务。在一次次活动中，志

愿者们用实际行动倡导文明新

风，呼吁社区居民加入志愿服务，

为社区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去年，石门营六区将7支志

愿服务队整合，命名为七彩家园

志愿者联盟，以党建为引领，把志

愿服务和社区建设相结合。目前，

已有105名社区居民参与其中。

石门营六区党委书记莫雪冰

说：“我们会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志愿者队

伍，吸纳更多愿意为社区贡献力

量的热心人，力争把社区打造成

百姓心中宜居、和谐的新时代新

家园。”

本报讯（记者 杨爽）虽然采

暖季已接近尾声，但是燃煤安全

依旧是社区工作的重中之重。龙

泉镇西前街社区居委会持续强化

燃煤安全宣传，通过入户走访宣

传、检查采暖炉具等方式，确保居

民安全。

“最近天气比较凉，好多居民

又加大取暖力度了，容易出现返

潮现象，您这个烟囱要定期清理

一下。”入户检查的社区工作人员

提示住户。

社区工作人员认真检查了燃

煤质量和炉具的密封情况，并对

一氧化碳报警器进行了测试，随

后为燃煤取暖户张贴绿色安全标

识。四色安全标识张贴齐全，也

就意味着本次采暖季的各阶段炉

具检查已全部完成。

对于检查合格的燃煤取暖

户，社区工作人员会认真填写预

防煤气中毒工作检查表，并根据

检查内容对居民进行燃煤安全宣

传，增强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一位居民说：“预防煤气中毒

是关系到生命安全的事，社区居

委会宣传得非常及时，居民们也

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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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城子街道 100% - -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 - 0 -

4 大台街道 100% - - 4 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 - 4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 - 2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 - 4 100%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5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1 100% 9 38%

10 王平镇 100% 100% - - 3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 - 8 0%

12 斋堂镇 100% 100% - - 1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 - 2 0%

全区合计 100% 100% 2 100% 42 56%

3月份第1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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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地区

东辛房街道 96.5 1

城子街道 95.7 2

永定镇 95.4 3

龙泉镇 95.2 4

潭柘寺镇 94.4 5

大峪街道 94.1 6

军庄镇 92.5 7

大台街道 94.4 1

清水镇 94.1 2

妙峰山镇 92.8 3

雁翅镇 92.5 4

斋堂镇 91.9 5

王平镇 91.7 6

本报讯 这两天，在潭柘寺镇

的很多百姓家门口、超市门店外

多了一个醒目的标识，上面标注

着“防疫安心家庭”“防疫安心门

店”几个字，引起了往来居民、顾

客的注意。

这是潭柘寺镇已接种新冠疫

苗的家庭和门店贴上的特殊标

识。防疫安心标识既是免疫硕果

的展示，也是抗疫正能量的传递。

一位门店负责人说：“经常

有顾客问我们是否做了核酸检

测、是否接种过新冠疫苗。目

前，店内工作人员已经做到了应

接尽接，有了这个标识，顾客来

购物更放心了”。

前来购物的赵大妈在一旁连

连点头说：“看到门外贴的这个

标识，心里特踏实，这个办法真

好。我家的亲朋好友们现在也都

在陆续接种疫苗，争当‘防疫安心

家庭’”。

潭柘寺镇以党建为引领推进

疫苗接种工作，通过疫苗接种专

题党课凝聚红色力量，依托红色

网格建立包户到位，确保到人责

任体系，进行敲门走访，点对点宣

传动员，对全镇包括流动人口在内

的群众、各行业工作人员宣传疫苗

接种的必要性、有效性及安全性，

传递科学信息，普及防疫知识。

潭柘寺镇/供稿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