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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河长办/提供

7月份第二周（7.4-7.8）河长制综合情况

持续回暖 复苏向好——“海陆空”行业年中观察

启用光伏发电项目
推动园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 7月 9日电 作为国

民经济的“大动脉”，“海陆空”等交通

运输行业承载着人员和货物流动的

重任，被视作国民经济形势的“晴雨

表”。一段时间以来，各地有序推动

复工复产，交通运输行业积极探索发

展新路径，迸发出新的活力。

盛夏的上海港，远洋巨轮鳞次栉

比，堆场集卡穿梭不停，装卸作业繁

忙有序……自6月1日上海全面复工

复产以来，上海港重启忙碌模式。

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上海港集

装箱日均吞吐量为12.58万标箱，恢

复至去年同期的95%以上，最高日吞

吐量已经超过14万标箱。

“疫情之下，我们一天都没有停

摆。”上海港有关负责人说，作为全球

第一大集装箱码头的上海港，始终保

持24小时全天候作业，2万余名员工

第一时间封控作业，为供应链、产业

链保稳保畅提供坚实保障。

“全国交通网络总体畅通”“主要

物流指标稳中向好”“重点枢纽加快

复工达产”，在6月27日举行的国新

办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赵冲久这样表述当前我国物流保通

保畅工作进展。

5月 31日，国务院印发《扎实稳

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包括六

个方面33项措施，其中就有保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政策。在政策组合拳的

效应之下，全国多个地方物流货运进

一步恢复畅通。

面朝渤海，心向远洋。

在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天

津港，来自美洲、欧洲、东南亚的货物

在此集结转运，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

头，随着一艘集装箱轮缓缓停靠泊

位，一排电动集装箱卡车，按照电脑

指令在自动化轨道桥下精准对位，通

过北斗导航系统“带路”，按最优线路

停靠。远程控制自动化岸桥从集卡

上抓取集装箱，稳稳落在货轮上，整

个过程一气呵成。

港口强不强，关键看集装箱吞吐

量。今年前5个月，天津港集装箱吞

吐量完成 847 万标箱，同比增长

2.2%，创历史新高。

上海航运交易所出具的2022年

6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分析

报告中指出，相关港航企业在我国交

通主管部门积极指导和政策支持下，

全力投入生产经营，保证了主要港口

的正常运转。2022年5月，我国港口

集装箱吞吐量延续良好表现，沿海和

内河港口吞吐量均上涨。

公路交通承担着全社会70%以

上的货运量，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通道。针对部分地区出现的货车

防疫通行过度管控问题，交通运输部

依托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会同相关成员单位，指

导各地分类精准实施货车通行管控。

湖北交通运输部门统筹协调，在

高速服务区设立46个免费核酸检测

点，日均服务上万名司乘人员；江苏

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多次明查暗访，下

沉到全省416个高速公路查验点，积

极发动网络物流货运平台、物流协

会等社会力量，多渠道整改各地存

在的道路不通不畅问题；浙江通过

出台安排交通运输防疫支出专项补

助资金、持续做好通行费减免和港

口收费减免等10条关键性举措，交通

运输部门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恢

复发展……

骄阳似火，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上，中欧班列“跑”出新成绩。

6月30日9点50分，两列中欧班

列（成渝）满载着电子产品、机械零

件、日用百货等货物，分别从成都国

际铁路港、重庆团结村中心站缓缓驶

出。至此，成渝两地中欧班列累计开

行量突破2万列大关，占全国中欧班

列累计开行量约4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铁路部

门发挥中欧班列战略通道作用，统筹

用好西、中、东通道能力，积极推进阿

拉山口、二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扩

能改造，与沿线各国铁路部门加强合

作，开辟了跨越里海、黑海经罗马尼

亚进入欧洲的南线新径路，实现中欧

班列稳定开行，助力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

统计显示，今年1至6月份，中欧

班列累计开行7473列、发送72万标

箱，同比分别增长2%、2.6%。

深受疫情影响的航空业也呈现

出持续向好的恢复态势。今年3月以

来，全国民航单日航班量最低谷时仅

为正常时期的18%左右。进入6月

后，民航运输生产恢复速度加快。据

飞常准数据显示，近一周（6月27日至

7月3日）国内航线日均执行航班量达

8951班次，环比上升12%，日均运输

旅客量98.9万人次，环比上升15%。

伴随暑运的到来，民航市场进一

步加速“回暖”。暑运期间，南方航空

计划执行航班超16万班次，其中国内

日均计划执行航班量超2200班次；

厦门航空计划执行3.2万班次，预计

将基本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水平；

东方航空“上海至三亚”航线近期客

座率接近95%……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蔡

团结表示，当前物流保通保畅工作进

入了一个新阶段。交通运输部门将

持续巩固工作成效，全面支撑复工达

产，加快推进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长效

化、制度化、常态化建设。

(新华社记者樊曦谢希瑶
叶昊鸣周圆刘红霞)

本报讯（记者 刘佳璐 李怡锦）近日，石龙

科创智能中心在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内率先启

用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不仅保障大厦内

部日常用电，还可实现与国家电网并网发电。

在石龙科创智能中心屋顶，一行行的光伏

发电板整齐排列，阳光照射在电板上，通过半

导体的“光生伏打”效应，能够将光能直接转换

成电能。面积 2500平方米的光伏发电设备分

布在 5座楼的楼顶，能同时为 1800块电池组件

充电蓄能。

光伏发电项目施工负责人李宁表示：“光

伏发电相比于以前的技术要提高 10% 左右的

效能，降低了电力传输中的衰减率，并且在使

用 20年后还可以保持 96%以上。现在，日发电

量预计在 990kwh以上。”

光伏发电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的模式，在大厦配电室内，国家电网的工作人

员正在安装发电计量设备，拉闸启用后，光伏

发电项目在满足大厦日常用电保障基础上，所

产生的余电还可以上传国家电网。

石龙科创智能中心光伏负责人王子玉告

诉记者：“有了光伏发电作为保障，我们将不用

担心楼宇的停电情况，光伏发电设备能够作为

备用应急电源，保障基本的照明和电梯用电。”

据了解，石龙科创智能中心是石龙经济开

发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加快园区建设的重点

项目，按照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在园区引入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技术，并在石龙科创智能中

心试点，未来该技术将被推广运用到石龙五期

建设项目当中，实现低碳减排，推动园区绿色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爽）今年以来，妙峰

山镇大沟村“两委”结合村民实际需求，精

准施策，启动停车场建设与坡道改造项

目，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为村

民出行提供便利。

大沟村位于妙峰山镇西北部，由大

沟、琅洞、蜜泉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由

于蜜泉村位置偏远、地势较高，再加上途

经的公交线路较少，因此居住在村里的 10
余户村民只能依靠私家车出行。这样一

来，停车场就成了村内不可或缺的配套设

施。而村北侧的停车场由于年久失修加

上管理不规范，车辆乱停乱放现象就成了

常态，严重影响了村民正常出行。

“停车场的路面坑坑洼洼不好走，下

车的时候车外满是灰尘。下雨天的时候

就得趟水、踩泥过来，特别不方便。”一位

居住在蜜泉的村民表示。

针对村民反映的问题，村“两委”班子

精心谋划，多次入户征求群众意见，研究

确定了停车场改造实施方案，并于今年 5
月开始施工。

一位施工人员介绍，目前停车场已改

造完成，正在栽种绿植。改造后的停车场

面积达 1000 余平方米，可供 60 辆私家车

停放。

为进一步改善村民居住环境，村“两

委”统筹使用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经

费，还为部分居住在高坡上的村民修建

了一条长 100 余米的定制坡道，并根据

需求持续完善坡道台阶设置，通过精准

施策保障群众生活需求，不断提升村民

生活品质。

本报讯（记者 杨铮）为进一步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区政务服

务局全面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宣传工作，通过窗口询问、讲解的

方式，增强办事群众健康意识。

现在，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办事大厅的每个办事窗口都增

设了醒目的新冠疫苗接种宣传标语，工作人员在办理事务的同

时化身宣传员，为办事群众普及新冠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同

时，办事大厅还印制了防疫知识和新冠疫苗接种点位宣传材

料，方便办事群众就近接种。

据了解，目前，全区共计18个镇街政务服务中心和专业办

事大厅均已强化新冠疫苗接种宣传，多渠道、多层面、全方位推

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怡锦）连日来，区人保局以企业、群众需求

为导向，持续创新服务模式，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社保

经办工作，确保服务不减、标准不降。

记者在民生大厅看到，入口处新配备了健康宝快速检测

仪，市民通过身份证、医保卡等证件就可以快速获取个人疫情

防控信息，提高了进入大厅的效率。大厅内，市民在办理业务

等待叫号时有序间隔就座，工作人员也会时刻提醒排队的市民

保持安全距离，避免人员聚集。每个业务服务窗口和自助服务

机都配备了酒精消毒液，做到“一人一消”。

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胡燕琴说：“我们还创新推

出了‘八项经办’服务模式，大力推行‘不见面’服务，通过微信

公众号发布倡议书等方法引导企业、群众线上办理业务，减少

人员聚集。”

据了解，为进一步做好社保费缓缴政策落实，帮助企业纾

困解难，区人保局通过联合区税务局开展线上直播，联合区工

商联、中关村门头沟园管委会举办线上政策讲解会等举措，及

时做好政策解读和网上申报操作指导，确保企业“应缓、尽缓、

早缓”。截至目前，缓缴政策已经惠及企业178个，累计缓缴金

额287.68万元。

本报讯（记者 刘佳璐）近日，团区委到斋堂镇灵水村开展

“投身绿色转型发展实践”主题活动。

活动中，大家深入地了解灵水村发展情况和需求，并聚焦

共青团如何助力区域绿色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以及如何用好

“青振京郊”资源平台，与村“两委”进行了深入研讨。

此外，团区委还邀请讲师为斋堂中学学生讲述斋堂川红色

故事，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勉励团员青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

“听党话、永远跟党走”的决心。一位学生告诉记者：“我们要响

应团组织号召，学好本领，建设好家乡门头沟，守住好山好水好

生态，为首都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连日来，区公安分局开展校园暑假安

全宣传周活动，对全区中小学和幼儿园进行走访，向广大师生

宣传安全知识，为他们送去暑假安全“大餐”。

区公安分局的民警走进大地幼儿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

动，通过幻灯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的形式，向小朋友们讲解

了交通安全、用水用电安全、防溺水等方面的知识，提升幼儿自

我防范意识及避险逃生能力。

随后，民警还为幼儿园的教师们详细讲解了预防电信网络

诈骗相关知识，并指导大家下载全民反诈APP，增强大家的防范

意识和警惕性，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据了解，为了做好校园安全工作，区公安分局已向全区 82
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发放 820张宣传海报，同时对校园安保人员

进行培训，提升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能力。

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张磊说：“区公安分局实现了校园一

键报警与属地派出所和分局指挥处两级联动，最大限度保证遇

到突发情况，民警能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妥善处置，我们

也会继续加强对师生的安全宣传，确保暑假安全。”

暑假来了，同学们外出旅游在享受美景的时候

要文明旅游。

提前了解目的地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天气和交

通状况，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安全出游，错峰

出行。

外出旅游须有家长陪同，不私自结伴出游。要

使用礼貌用语，语言规范，讲话注意场合，态度友善，

穿戴整齐。

维护环境卫生，遵守公共秩序，保护生态环境，

珍惜文物古迹。

文字来源于网络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镇镇镇镇////街街街街
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环境问题
发现率发现率发现率发现率

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环境问题
反弹率反弹率反弹率反弹率

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环境问题
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

河长履职河长履职河长履职河长履职
占比率占比率占比率占比率

农村水费农村水费农村水费农村水费
收缴率收缴率收缴率收缴率

机井数据机井数据机井数据机井数据
汇聚率汇聚率汇聚率汇聚率

取水口取取水口取取水口取取水口取
水计量率水计量率水计量率水计量率

地源热泵地源热泵地源热泵地源热泵
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

重点工程重点工程重点工程重点工程
完成率完成率完成率完成率

违法行为违法行为违法行为违法行为
处罚量处罚量处罚量处罚量

负面舆情负面舆情负面舆情负面舆情
曝光曝光曝光曝光

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

1 城子街道 0% 0% - 100% - 100% 100% 50% - 0 - 93.43

2 大峪街道 0% 0% - 100% - - - - - 0 - 92.33

3 东辛房街道 0% 0% - 100% - - - 30% - 0 - 86.18

4 潭柘寺镇 8.09% 0% 0% 0% 14.29% 100% 97% 100% 0% 0 - 82.35

5 清水镇 3.12% 0% 25% 0% 11.11% 100% 94% 100% 0% 0 - 79.27

6 王平镇 14.68% 0% 100% 75% 14.29% 100% 76% - 0% 1 - 78.67

7 大台街道 12.93% 25% 0% 100% - 100% 100% - 0% 0 - 76.95

8 斋堂镇 2.07% 0% 100% 0% 0% 98% 95% - 0% 0 - 76.11

9 妙峰山镇 8.31% 50% 0% 0% 7.69% 98% 87% 50% 0% 1 - 63.13

10 永定镇 19.80% 14.29% 85.71% 0% 100% 95% 94% - 0% 0 - 62.43

11 龙泉镇 27.20% 50% 0% 0% 16.67% 95% 95% 50% 0% 0 - 60.82

12 军庄镇 49.73% 33.33% 0% 16.67% 0% 97% 95% - - 3 - 54.85

13 雁翅镇 8.55% 44.44% 0% 0% 6.25% 97% 74% 20% - 1 - 50.48

全区合计 8.05% 26.42% 28.30% 32.08% 11.65% 98% 86% 57% 0% 6 - 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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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安分局

送上暑假安全“大餐”

开展“投身绿色转型发展实践”主题活动
团区委

增设备 讲政策

区人保局持续创新服务模式

区政务服务局

加大宣传助力新冠疫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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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不涉及此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