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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本报讯 近日，市民李先生拨打12345热线，反

映手机号注销几个月后，健康宝登录短信无法查
询验证信息，导致目前健康宝无法使用，影响正常
生活和出行，希望协助解决。

潭柘寺镇接诉后,接诉即办专班工作人员第一
时间与诉求人取得联系,详细了解具体情况。经
了解，李先生健康宝初次注册使用的是136开头的
手机号码，因该号码频繁接到电信诈骗电话，为了
安全起见自行联系运营商进行了注销。但是号码
注销后，同一人员健康宝无法再次注册，而且使用
其他手机号码无法绑定，导致李先生健康宝不能
正常登录使用。专班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与镇
防疫专班线上会商，分别采取处置措施，多次致电
通信运营商咨询，全力帮助诉求人解困，但因技术
层面以及个人隐私等原因，咨询了多家单位后毫
无进展。

为了解决李先生的燃眉之急,镇专班工作人员
在征得诉求人同意后,向市中心寻求帮助,请求协
调市大数据中心协助处理。期间，专班工作人员
多次与数据中心及诉求人进行沟通，及时跟进信
息数据对比、数据恢复等程序进展，最终李先生健
康宝成功登录。对此，李先生再次致电12345表示
感谢。

潭柘寺镇时刻保持“疫呼即应诉接速办”的应
急状态和防疫模式，不断深化诉求处置模式，探索
问题解决方法，扎实有效应对疫情类诉求处置工
作，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守护辖区百姓一
方平安。

本报讯 近日，城子街道新老宿舍社区接到热心
居民反映，社区内一棵大树的枯树枝倾斜压到了高
压线，存在掉落风险及火灾隐患，希望尽快处理。

社区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立即前往现场核
查。经查，枯树枝长约7米，树梢部分搭在其他树
木的树枝上，中间部位横跨在高压线上。平房区
胡同较窄，大型吊车无法驶入，砍伐难度极大，社
区无法自行处理。

为了有效推进问题解决，确保砍伐安全，社区
将此问题上报街道，同时主动“吹哨”区园林绿化

局、区消防中队、供电公司及产权单位等多家单
位,召开3次现场会，明确处置流程及具体责任单
位,尤其对处置过程中存在的安全因素进行详细
评估,并制定周密的处置方案和应急措施。最终
确定由产权单位联系设备车辆，由供电公司调配
专业人员配合区园林绿化局及消防中队进行砍
伐，社区负责做好宣传动员及后续清理工作。

经过5家单位近3个小时的通力合作，枯萎树
枝被安全移除并清理完毕，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一一、、品牌标识品牌标识

标识寓意百花山管理处党
员干部职工，坚持“红色门头沟”
党建引领，扎根京西深山区，以
一流的工作标准和工作干劲，坚
决扛起守护首都西部生态屏障
的神圣使命，使“两山”理论在百
花山形成生动实践。

二二、、创建背景创建背景

百花山管理处树牢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立足我
区生态立区和首都西部综合服
务区大局，总结提炼出符合筑牢
北京西部生态屏障需要，维护首
都生态安全，体现单位特色的

“一统领二融合四担当”“绿水青
山守护人”党建实践品牌，激励
党员干部职工敬业奉献、忠诚担
当，当好“两山”理论守护人。

三三、、主要做法主要做法

一是坚持“一统领二融合”，
筑牢履职保障。激励党员干部
扎根深山区，把守护绿水青山当
作工作追求，首要任务是加强党
建统领,提高政治站位。百花山
管理处坚持以“红色门头沟”党
建为统领，以各级基层党组织建
设为抓手，创新科普宣教、巡护
管护、科研监测、安全防控机制，
实现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
着眼长远谋全局，与清水镇、斋

堂镇政府充分合作，推动落实党
组织与党员回村居“双报到”等
工作，实现了保护区与地区政府
村居发展的深度融合，以制度机
制筑牢“绿水青山守护人”履职
保障。

二是组建“红色宣传先锋
队”，锤炼政治担当。领导班子
长远谋划，深入调研，抓班子带
队伍，凝聚人心促发展，依托辖
区红色资源深入挖掘推出“马
栏守林人”“最美绿水青山守护
人”等先进典型，传承发扬红色
基因。开展自然认知、自然野
趣、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等科普活
动，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区建
设，完善志愿者招募和管理机
制，提升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共
享生态文明成果，助力创城、创
森，使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三是争当“红色科研排头
兵”，恪守职责担当。与北京师
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林业
大学林学院开展支部共建活动，
通过提供党建平台，共享资源，
互帮互学互助，联动发展，在党
务交流、人才培养、业务提升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引领带动作用。
同时，以生态监测系统为抓手，
积极布设森林防火、动植物资
源、生态因子等不同类型的17个
生态监测点位，对保护区进行全
天候、大范围、高精度的实时监
测。与院校、科研院所交流合
作，动态掌握区内野生动植物分
布情况，提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
水平。

四是做好“红色生态管护
员”，践行使命担当。结合“绿
盾”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工作，
打破“旧界限”，建立党员带头、
全员参与的生态管护模式，明确
指标量化任务，有效提升巡护质
量，更好地保护生态资源，以红
色党建推动绿色发展。建立与
地区政府、村居联动的巡护管护
机制，与清水镇政府联合成立了

百花山资源保护与发展办公室，
并签订《百花山管理处与清水镇
人民政府联防联护协议》，双方
派出业务骨干，对保护区内居民
的种植养殖、房屋翻建、民宿经
营、工程项目等行为进行双重监
管，协调解决保护区资源保护与
周边村居发展问题。

五是矢志“红色初心守护
者”，勇于为民担当。丰富干部
职工文体生活，以党建团建活动
凝聚人心，提高职工幸福感和归
属感。解决职工通勤困难等历
史遗留问题，切实打通京西公交
最后一公里，助力绿色出行、安
全出行。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党员干部在排查治理中干
在一线，认真履职，深入开展督
查检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
患。以对口帮扶的黄安坨村反
低边缘户为重点，激励党员干部
在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就业拉
动，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
兴中担当作为。

四四、、创建成效创建成效

一是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
用更明显。创新党建工作模
式，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把基层
党组织管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
保护区建设的各个层面，使每
个项目成为党建工作的阵地和
舞台，比学赶超氛围浓厚，党员
干部队伍的宗旨意识和业务水
平得到有效提升，参与保护区
带动周边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决
心和信心更加坚定，在创城、创
森等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中
发挥作用更加突出，进一步深
化了保护区对周边地区的带动
影响力。

二是红色引擎重要作用发
挥更明显。把党建优势转化为
推进保护区发展的“红色引擎”，
把创先示范“小盆景”连成党建
引领的“大风景”，持续与北京林

业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等高校合作，在百花山建立研
究生科研基地，2019年来，先后
共有 940名学生在百花山实习
交流，保护区已建立起一支老中
青搭档，管理与专业人才结合的
党员干部队伍。此外，与河北小
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蒙
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相关单位调研合作，引进来、走
出去，全面提升了保护区发展新
水平。

三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激
情更明显。努力打造冲在一线、
干在实处的绿水青山守护铁军，
形成了“党员带头干、大家比奉
献”的干事创业氛围，推动扎根
保护区一线成为锤炼干部作风、
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途径。引
进先进技术设备，实现重点区域
24 小时全方位无死角动态监
控，在各管理站日常巡护基础
上，各站党支部之间互查互促，
开辟 18条巡护路线，每年巡护
达1200余次，有效提升巡护质
量。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高
等植物种类由 1100 种增加到
1292 种，2021 年 8 月，百花山
葡萄被列为国家Ⅰ级保护野生
植物，是北京市唯一的国家Ⅰ
级保护野生植物；国家Ⅰ级保
护野生动物由5种增加到9种，
国家Ⅱ级保护野生动物由 32
种增加到36种。固碳释氧能力
强，每年固碳量和释氧含量分别
为17.36万吨、46.2509万吨，居
北京首位，GEP初步估算，保护
区2.17万公顷生态系统生产总
值约21.7亿元。

推荐单位：区直机关工委

本报讯（记者 耿伟）近日，区文明
实践中心志愿服务总队组织辖区 9
支志愿服务队的骨干力量开展志愿
服务交流活动。

活动现场，大家围绕常态化开展

的志愿服务项目进行了深入交流，分
享做好志愿服务工作的好经验、好方
法，共同讨论如何进一步丰富志愿队
伍活动内容，将志愿服务真正做到有
声、有色、有实效。

本报讯（记者 屈媛）8 月 17 日，
首都文明单位门头沟联通党委组织
各党支部、团总支共同开展了“倡文
明、促环保”文明单位创建志愿者服
务活动，为地区环境贡献企业的一份
力量。

活动期间，党员、团员志愿者们
身着“门头沟热心人”绿色马甲，佩戴口

罩，携带清理垃圾的工具，清理了单位
周边公共场所的枯枝落叶、果皮纸屑、
烟头等垃圾，令周边环境焕然一新。

目前，门头沟联通志愿服务已经
实现制度化、常态化，大家在参与志
愿服务的过程中，提升了思想觉悟，
进而带动了企业全体职工精神文明
素质的提高。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近日，区禁
毒办在中昂广场开展以“远离毒品危
害 亲近美好人生”为主题的禁毒宣
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
材料、普及毒品危害知识等内容，引导
大家构筑牢固的思想与行为防线，养
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到

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中，并提醒群
众一定要提高警惕，自觉远离毒品。

此次活动，共发放禁毒宣传彩
页、宣传品 200 余份，进一步加深了
辖区群众对毒品的了解，增强了抵御
毒品的能力及参与新时代禁毒斗争
的意识和决心，营造出参与禁毒，人
人有责的社会氛围。

滑坡是指斜坡上的岩土体受河流冲刷、地下水活动、地
震及人工切坡等影响，在重力作用下沿着一定的软弱面整体
或分散地顺坡下滑，这种现象叫滑坡，俗称“走山”。

崩塌是指陡峭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离母
体崩落、滚动，最后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

滑坡前兆滑坡前兆::
1.大滑坡发生前，会出现断流多年的泉水“复活”的情况，

也可能出现泉、井水突然干涸水位突变等异常现象。
2.在滑坡体中部或前部出现横向及纵向放射状裂纹，标

志滑坡体已进入临滑状态。
3. 大滑坡之前，滑坡体前沿坡脚处土地体出现上隆（凸

起）现象。
4. 滑坡体后缘的裂缝急剧扩展，并从裂缝冒出热气或

冷风。
5.动物惊恐异常，植物变形，会出现猪、狗、牛等家畜惊恐

不宁、不入睡，老鼠乱窜不进洞，树木枯萎或歪斜等现象。
6.大滑坡前，滑坡体上长期位移观测资料中的水平位移

和垂直位移，会出现加速变化趋势，这是明显滑坡迹象。

遇到滑坡或崩塌怎么办遇到滑坡或崩塌怎么办？？
1.行人和车辆不要进入或通过有警示标志的滑坡、崩塌

危险区。
2.当发现有滑坡或崩塌的前兆时，应立即报告当地政府

或有关部门，同时通知其他受威胁的群众，做好撤离准备。
3.当你正处在滑坡体上，感到地面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

度向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千万不要向滑坡体上、下方逃跑。
4.当你处在滑坡体中无法逃离时，找一块坡度较缓的开

阔地停留，但不要和房屋、围墙、电线杆等靠的太近。
5.当你处在滑坡体前沿或崩塌体下方时，迅速向两边逃

生。
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远离毒品危害 亲近美好人生

首都文明单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区文明实践中心
志愿服务总队组织志愿服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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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山管理处党总支：

绿水青山守护人

遇到滑坡或崩塌怎么办遇到滑坡或崩塌怎么办

5家单位通力合作
清理枯萎树枝消除安全隐患

8月份第三周（8.13-8.19）河长制综合情况

区河长办/提供

排
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全区合计

镇/街

大峪街道

城子街道

东辛房街道

清水镇

大台街道

斋堂镇

潭柘寺镇

王平镇

永定镇

军庄镇

妙峰山镇

龙泉镇

雁翅镇

环境问题
发现率

0%

0%

0%

2.34%

6.46%

0.52%

10.79%

14.68%

16.98%

41.44%

24.94%

20.4%

4.75%

7.29%

环境问题
反弹率

0%

0%

0%

0%

0%

0%

0%

0%

0%

20%

33.33%

16.67%

20%

14.58%

环境问题
整改率

-

-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0%

50%

0%

0%

62.5%

河长履职
占比率

100%

100%

100%

66.67%

0%

0%

25%

100%

16.67%

20%

0%

0%

0%

27.08%

农村水费
收缴率

-

-

-

14.81%

-

14.29%

14.29%

62.5%

100%

0%

12.5%

0%

21.43%

19.77%

机井数据
汇聚率

-

100%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5%

100%

99%

取水口取
水计量率

-

100%

-

99%

100%

98%

97%

76%

96%

100%

91%

95%

78%

94%

地源热泵
整改率

-

70%

70%

100%

-

-

100%

-

-

-

100%

100%

70%

86%

重点工程
完成率

-

-

-

0%

30.3%

0%

30%

0%

0%

-

0%

0%

-

7.5%

违法行为
处罚量

0

0

0

0

0

5

0

0

0

0

0

0

1

6

负面舆情
曝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综合
得分

96.94

94.25

92.33

87.45

86.34

83.88

83.25

82.34

80.03

63.28

60.87

55.98

54.66

-

注：“-”为不涉及此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