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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二季度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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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相对人

山东豪乾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筑安利友机械施工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天利荣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润佳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翔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北京新诚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连升发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明金兴隆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北京迅可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北京永鑫好彩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李XX

北京捷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宏源顺通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建鑫凯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电新明电器有限公司

孔XX
北京宝宝爱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石龙北路分公司

北京昌瑞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联和万方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通瑞达金属结构加工厂
北京京西兴顺农副产品市场中心
北京盛世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博岳龙峰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深州市万川路桥防护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高XX
李XX
陈XX

福建岚星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李XX
王XX

北京京能地质工程有限公司加油站

处罚决定日期

2022年4月6日
2022年4月12日
2022年4月13日
2022年4月26日
2022年6月10日
2022年6月10日
2022年6月16日
2022年6月16日
2022年6月23日
2022年4月18日
2022年4月18日
2022年5月10日
2022年6月13日
2022年6月17日
2022年6月23日
2022年6月28日
2022年4月7日
2022年4月20日
2022年5月17日
2022年5月23日
2022年6月6日
2022年6月13日
2022年5月31日
2022年6月15日
2022年5月27日
2022年5月31日
2022年6月15日
2022年5月27日
2022年5月20日
2022年5月20日
2022年5月20日
2022年5月20日
2022年6月15日

处罚事由

存在焊接和切割作业处在塔吊吊装作业半径内，无防护措施的安全隐患
存在打桩作业时，桩洞防护不到位的安全隐患

存在液化丙烷存放区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安全隐患
存在一名焊接操作人员无证作业的安全隐患

存在塔吊半径内钢筋加工区个别机械无防护措施的安全隐
存在一名配电箱接线人员无特种作业证的安全隐患

存在小市政土方作业时人员安全通道防护不到位的安全隐患
存在房顶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帽无安全防护措施的安全隐患

存在一名工人安全教育试卷未评分的安全隐患
存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行为
存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行为

存在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行为
存在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行为
存在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行为

存在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行为
存在未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的行为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按照要求进行演练
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员工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上岗作业
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主要负责人未按照规定考试合格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四项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五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四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六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五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五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二）项

处罚类别

警告、罚款
警告、罚款

罚款
罚款

警告、罚款
罚款

警告、罚款
警告、罚款

罚款
警告、罚款
警告、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罚款

处罚结果

20000元
10000元
19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2000元
5000元
3000元
3000元
5000元
10000元
3000元
4000元
5000元
5000元
3000元
3000元

380000元
360000元
340000元
30000元
60000元
39450元
380000元
350000元
30000元
28200元
3000元

本报讯（通讯员符乃清）为全面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区委农工委区农

业农村局开展“五送”服务活动，全力

打通服务为民“最后一公里”。

送思想凝聚奋进力量

制定《门头沟区“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实施方

案》，组织开展宣讲、中国农民丰收

节等10项系列活动，进一步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迎接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激励全区农民群

众更加满怀信心地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邀请区委党校、区社区

学院老师开展进农村宣讲活动，讲

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文明礼仪等内容，目前已

组织开展相关活动3次，共有90余

名村民参加。

送政策及时答疑解惑

围绕农村宅基地和建房管理

等相关涉农政策，开展送课下乡服

务活动，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常

态化、长效化开展，深入基层一线

主动解答政策疑惑，运用简单易

懂、贴近生活的语言进行详细讲

解，确保服务对象能够听懂、弄通

相关政策。截至目前，已开展送课

下乡服务2次，为80余名镇村干部

开展现场解答。举办线上农技人

员实用技术能力提升培训班，开设

果蔬绿色防控技术、休闲农业、民

宿经营、农业用地政策等特色课

程，80余名农技人员完成“充电”。

送种子解决急难愁盼

开展保春耕农资配送服务活

动，全力做好农资供应工作，为实

现全年粮食稳产保供，保护农民种

粮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做好种业支撑。今年初以来，已

累计为各镇农户配送相关农资

4000余斤，提供玉米、花生、豆类

等可选品种32个。积极争取北京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及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的大力支持，引进具有抗除

草剂特性的新品种谷子160公斤

及配套除草剂，拟在清水、斋堂、雁

翅和潭柘寺4个镇开展示范种植共

计320亩。在斋堂镇东胡林村开

展传统黍子品种种植示范项目，努

力在种质资源保护、扩繁领域先行

先试，着力守好“老品种”、留住“老

味道”。

送科普提高科学素养

深入相关镇村开展农业相关

知识科普宣传活动，为广大村民发

放有机农产品认证科普知识、绿色

食品认证科普知识、农机购置补贴

相关宣传材料 160 余份，形式多

样，简单易懂，并现场解答村民疑

问，激发村民对农业科普知识的兴

趣，全面提高农民科学素养。在雁

翅镇大村选取100亩菜田开展全

生物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工作，大

大节省人工回收废旧地膜的人员

和经济成本，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

染。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放心农

资下乡进村活动，推广品牌放心农

资产品，普及农资识假辨假知识，

畅通绿色优质农资供应渠道，引导

农民合理购买、科学使用农资，提

高农民群众质量意识和维权能力，

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送人才服务乡村振兴

选派1名优秀机关干部到深山

区集体经济薄弱村担任村党组织

第一书记，协助做好“建强村党组

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

为民办事服务”等工作，真正当好

基层党组织“领路人”、产业帮扶

“带头人”、服务群众“贴心人”、疫

情防控“守门人”。结合市委农工

委市农业农村局“进村入户走基

层”三年专项行动，聚焦集体经济

薄弱村、脱低村、红色建设试点村、

乡村治理示范村等四类村，抽调区

委农工委区农业农村局7名年轻干

部分别对接市局7名驻点锻炼干

部，确保一对一联系服务，并深入

农村基层摸实情、听民声、问民计、

解难题。

根据北京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全区安

全生产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和

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力度，现将2022年第二季度我

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情况公布如下，请各镇街、各行业

部门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持续加大安全生产

隐患排查治理力度，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北京市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
2022年7月5日

本报讯（通讯员张大为）近日，

我区2021-2022学年“新时代好

少年”发布会以视频形式举办，向

全区发布表彰决定和表彰名单，

表彰全区百名“新时代好少年”

和十佳“新时代好少年”。

按照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

5部门《关于开展“新时代好少

年”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文明

办〔2018〕2号）要求，区委宣传

部、区教委联合制定《门头沟区

中小学“新时代好少年”评选方

案》，各中小学校制定本级工作

方案，严格规范程序，构建了班、

校、区三级评价体系。采取学生

自荐、同学互荐、教师家长推荐

等自下而上的方式推选“新时代

好少年”。

2021-2022学年，全区围绕

爱党爱国爱家乡、保护环境、创新

创造、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立志勤

学、热爱劳动、热心公益、孝老爱

亲、助人为乐、自强自立10个方

面，共推选出440名校级“新时代

好少年”，经专家评审，共评选出

100名区级“新时代好少年”，并按

类别遴选出十佳“新时代好少

年”，予以表彰。

本报讯（通讯员 张大为）7月

2日，北京八中永定实验学校高三

年级师生围绕“感恩、责任、成才”

主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成人礼仪

式暨毕业典礼。

伴随着国歌声响起，全体师

生肃立注目，高唱国歌。

同学们身着正装，整齐列队，

依次走过成人门。高三年级全体

教师与同学们一一击掌，祝贺他

们走向成长。

高三年级教师饱含深情地朗诵

毕业诗歌《助力·启航》，鼓励学子们

勇敢追寻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家长代表、学生代表、教师代

表分别致毕业感言。学生代表合

唱歌曲《昨日青空》，毕业典礼圆

满结束。

小驿站大作用
暖心服务一站办

本报讯（记者 李怡锦）中关村科技园区门头沟园以建设暖心驿

站为契机，精准对接驻园企业和新就业群体需求，强化组织引领和

服务保障，不断提升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归属感、认同感。

记者看到，在中关村科技园区门头沟园创新大厦暖心驿站内，

几名安保人员、维修师傅正在短暂休息，缓解工作带来的疲惫。驿

站内冰箱、微波炉、药品箱等设备一应俱全，同时还设有法律咨询、

就业信息等服务窗口，为园区职工和快递小哥、外卖骑手提供临时

休息、政策咨询等暖心服务，让驿站成为他们的歇脚地。

正在此处休息的维修师傅说：“我们干完活儿以后，冰箱里头有

水，还有充电的地方，互相之间聊会儿天，感觉挺不错的。”

据了解，暖心驿站由园区总工会和园区党群服务中心共同建

立，去年正式投入使用。驿站根据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

积极完善各类设施和功能，涵盖生活、成长、权益、关爱4大类别的服

务保障。进入汛期后，更贴心为园区周边快递网点的工作人员派发

了雨伞、洗漱用品等物资289份，让步履匆匆的他们切实感受到

“家”的温暖，园区还开放了党群服务中心红色诵读区、设置“小哥”

读书角，充分发挥园区党群服务中心阵地和平台作用。

中关村科技园区门头沟园党工委副书记、总工会主席侯晓倩表

示：“园区将继续完善服务功能。扩大服务范围，实施关爱新业态、新

就业群体的暖心工程，推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主动融入，双向赋能党

建探索，使他们真正扎根融入园区，为园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身边好人候选人孙云鹏：

敬业奉献 助人为乐

本报讯 孙云鹏现任门头沟区大峪街道滨河德露苑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被推荐为门头沟区2022年3月

身边好人候选人。

2020年转业后，孙云鹏主动放弃政府安置，选择到最

基层的社区工作。他以社区为家，待居民为亲人。总把

“关键小事”当作“民生大事”，刷楼道、修车棚、建广场……

他深入居民家中，唠家常、听呼声、送温暖……创新社区治

理模式，打造“阳光德露 虹桥连心”党建工作红色品牌，创

新推出“八方共治”基层治理模式，用实际行动在基层一线

践行着“退伍不褪色、退伍不退志”的军人本色。

孙云鹏作为一名有着14年部队服役经历的老兵，他爱

岗敬业，以居民为本、通过坚持不懈推进文明创建工作，社

区垃圾分类自主参与率达100%，厨余分出率达85%；接诉

即办案件量降低15%；物业费缴纳率由业委会成立前的不

足40%提高到了86%。

区文明促进中心/供稿

爱心企业捐赠物资
解残疾人服务机构燃眉之急

本报讯（记者 杨爽）近日，来自我区、房山区、通州区与大兴区的

4家体育彩票服务商，为我区爱之旅康复中心与昶亮康复中心捐赠

了价值1万余元的生活物资和防疫物资，包括米、面、油、卫生纸、洗

衣粉、电风扇、消毒液等12个品类。

爱心企业代表蔡露告诉记者：“我们了解到，这两个康复中心里

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儿童，我们体彩也有公益的责任。下一步，我们

会定期在一些比较特殊的节日，带着我们的爱心来到康复中心，希

望孩子们能够在这里感受到更多关爱。”

据了解，爱之旅康复中心与昶亮康复中心是集教育康复、职业

训练和托养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残疾人服务机构。

受疫情影响，两家康复中心在经营方面遇到困难，目前，尚有60

余名儿童在康复中心。此次捐赠活动为康复中心送去了日常运营

中消耗较多的生活必需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机构的燃眉之急。

康复中心负责人董佳表示：“我们会合理地利用好这笔物资，并

且在以后的生活、学习当中教育我们的学员懂得感恩，让他们能更

好地在我们康复中心学习一技之长，将来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我区表彰2021-2022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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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送”服务搭建乡村振兴连心桥

全力打通服务为民“最后一公里”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曝光台

我们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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