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近日，团区委依托滨河居住

区·社区青年汇开展传承好家风

——“中秋之月大团圆”线上线下

相结合主题活动，共吸引40余名

青少年参与。

线上，青年汇社工通过网络

直播的形式帮助大家了解中秋

传统民俗，并鉴赏了中秋诗词，

引导青少年关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线下，青年汇社工组织大家

共同学习讨论《市民文明手册》，

分享家风故事、书写家训格言，并

现场制作家训格言版小夜灯，通

过动手实践，加深了社区青少年

对家风家训的认识。

下一步，团区委将继续做好

社区青少年的服务工作，以传统

文化为根基，结合传统节日，开

展家风教育活动，引领带动更多

青少年见贤思齐、向上向善，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

弘扬者。

团区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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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假期，我区绿水青山的优质自然环境吸引着不少游客前

来休闲旅游，游人涉河、涉水的不文明行为也需要大家格外重视起

来。图中的几名儿童，进入到湍急的河道中，其个人安全十分令人

担忧。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私自涉河涉水、到河道边垂钓，会严重

危及自身安全，游客应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将自己置于险境。携带

儿童出行的家庭，家长更应提高安全意识，不应一时大意，造成不

可挽回的恶果。

中 秋 节 假 期
不文明行为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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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大台街道是集山区、林区、矿区于一

身的街道，历史遗留问题积压、公共服务设施陈

旧缺失等问题突出。落坡岭社区作为大台街道

的其中一个老旧小区，情况尤为复杂。

落坡岭社区是原北京人民轴承厂的家属区，

早期归属于北京市机械局，随着厂区关停，日常

服务管理工作划归至大台街道。社区共有5栋楼

房、3处平房区，房屋老旧、人口分散，问题矛盾较

多、管理难度较大。其中的5栋楼房始建于上世

纪70年代，年久失修、设施老化问题严重，住宅

楼受顶部加气砖结构影响，经常出现漏雨情况。

今年4月，社区提前谋划，主动协调物业公司

解决相关问题。但因资金等原因，仅对漏雨相对

严重的两栋楼进行了防水作业。雨季期间，其余

3栋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漏雨现象，为此，居民纷

纷通过党员代表提案反映问题或向平安户长反

映。社区工作人员实地查看情况，与物业公司进

行多次协调，但始终没有解决。随后，社区将问

题形成提案上报至大台街道，经过专题研讨，最

终利用大台街道接诉即办保障资金，对3栋楼房

顶层进行了防水作业。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修缮

工作于雨季结束后全面铺开，经过一周的紧张施

工，目前修缮工程已全部完工。

落坡岭社区只是大台街道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随着煤矿产业退出、企业办社会模式终结，

大台街道进入了转型发展的阵痛期，社会形态多

元、历史遗留问题积压、公共服务设施缺失、产业

发展滞后等突出问题日益凸显。

为此，大台街道坚持立足街道实际，坚

持“红色门头沟”党建引领，不断深化接诉即

办改革，密切与辖区单位联系，科学划分精

细治理网格，积极拓宽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的渠道，凝聚智慧和力量，共同为地区社

会治理出谋划策，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

治理格局。

与辖区单位建立利益共同体，推动责任共

担。针对街道集山区、林区、矿区于一身的特殊

性，充分发挥区域化党建优势，以共同服务群众

为价值取向，以双向服务为载体，整合地区社会

单位资源和力量，落实“三项清单”“四个双向”，

建立与驻区单位“双融入、双推动、双服务”工作

机制，形成“大事共谋、要事共决、难事共推、急事

共办”的社会治理合力，构建利益共同体。

推广“五户联治+平安户长”机制，广泛发

动群众。根据“地域相近、规模适度、群众自

发、利益相关”的原则，推出“五户联治+平安

户长”和党员群众中心户等工作机制。平安户

长和党员群众中心户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

况熟”的优势，做好民情收集、民意表达、宣传

引导和动态巡视等工作，并带动群众主动参与

社区治理，营造“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的

良好氛围。

实行“党员群众代表提案制”，积极化“诉”

为“案”。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连民心恳谈

室、居民议事厅、党员议事长廊等载体，党员代

表、平安户长、居民代表进社入户、倾听民声等

形式，及时掌握群众诉求，并将其转化为提案。

由社区党组织启动“提案”办理程序，分级分类

推进，主动公开办理结果。在此过程中，接受街

道和居民的监督。街道层面还建立优秀提案评

选奖励机制，形成比学赶超氛围，推动居民诉求

提前化解在社区。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供稿

本报讯（记者 陈凯 张欣皓）

连日来，区城管执法局开展中秋

节综合行政执法检查，要求相关

镇街执法队加大景区、商场等人

员密集场所周边的检查力度，确

保节日期间环境秩序安全良好。

在八奇洞景区周边的一家餐

饮单位里，执法人员详细查看了

测温登记、店内消毒通风记录、工

作人员核酸检测等防疫措施落实

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不足和问

题，提出整改要求，督促负责人严

格落实主体责任，确保防疫措施

落实到位。

同时，执法人员还对餐饮单

位的燃气安全开展执法检查，查

看燃气间、燃气管道、灭火器，要

求负责人安全使用燃气，避免意

外事故发生。此外，他们还到潭

柘寺景区内的市场进行巡查，督

促经营商户自觉遵守经营规定，

杜绝沿街摆摊设点行为。

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先后

到稻香村冯村店、Plus365商场

以及周边餐饮单位，检查食品安

全和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重

点查看月饼等节令热销商品是否

存在天价月饼、过度包装等情况。

执法人员还以节日期间需求较大

的菜肉蛋奶、粮食等商品为重点，

查看价格、供货、备货情况和超市

冷库及进口冷链食品销售主体常

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检

查重点从业人员管理、进销货登

记、物品存放、通风消杀等措施落

实情况，要求商户做好明码标价、

索证索票以及进货查验记录，严

禁出现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

在检查的同时，执法人员还

向各经营主体宣传了价格、食品

安全、消费者权益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最新疫情防控政策，要求

各经营主体切实做好食品安全保

障工作，确保消费环境稳定有序。

本报讯 在区统计局的指导下，北京京粮泰兴

房地产有限公司统计工作根据及时、准确、实用

的原则，认真完成了各项常规及临时性统计报

表、统计报告的编制、上报工作，汇总、整理了相

关统计数据，较好地完成了统计工作。

该公司对统计工作十分重视，设立统计岗位，

制定统计规章制度，实现了大部分统计数据处理

的现代化和统计信息传输的网络化。同时，根据

统计工作及统计人员变动情况及时进行内部培训

及交流，做好统计队伍建设。确保统计工作质量，

为行业管理和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准确信息。

在实际统计工作过程中，该公司支持统计

人员依法开展统计工作，要求统计人员严格遵

照统计法律法规的各项规定，准确、科学、及时

地上报统计信息，并对相关统计法律法规进行

认真地学习，既确保统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又保证统计信息上报的完整性和及时性，坚

持依法统计，有效实施统计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为了进一步提高统计资料上报的质量，该

公司除了严格按照统计法律法规依法统计外，还

通过采取数据初步生成、人工再次核实等措施，

实行统计数据质量控制，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在开展统计工作的过程中，该公司还积极进

行统计工作方法的改革和研究,加强与其他各业

务部门的沟通与交流，改进和完善统计工作，提高

统计数据统计资料质量。为政府综合统计提供有

价值的统计信息，为公司及相关部门提供数据参

考，并充分运用统计数据及信息分析当前经营状

况，为公司提供决策参考。

区统计局/供稿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区

委宣传部在大峪街道葡东社区开

展“月满中秋节 团圆话家风”家

庭文明建设主题活动，组织全国

及首都文明家庭、社区家庭代表

等参与活动，发挥文明家庭在精

神文明建设中的示范引导作用，

弘扬文明家庭新风。

活动现场，全国文明家庭曹

原家庭，首都文明家庭邸秀梅家

庭、王文萍家庭结合自身家庭实

际和感人事迹，用朴实的语言分

享了各自的家风故事。

随后，糕点老师开始教大家

制作手工月饼，家庭代表们戴上

一次性手套加入到月饼制作中

来。有的揉面团、有的压皮、有的

包馅、有的压模具，大家发挥团结

互助精神，分享自己的方法和经

验。经过分工合作，一个个月饼

在大家的巧手下完成，活动场面

热闹，气氛融洽。

在场家庭纷纷表示:“本次

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中

秋节日氛围，同时也让大家对优

良家风有了更准确、更直观的认

识，对传承好家训、营造好家风、

建设好家庭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中秋假期，不少市民到我区游玩，石担

路也迎来出行的客流高峰，这条路是通往山区的重要主干道路，双

向车道车流量都较大，在早晚高峰期，拥堵现象时有发生。

对此，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提前踏勘，科学安排、周密部署，在

石担路水闸路口设置了一条全长 2公里的临时潮汐车道，在交警

和交通协管员的指挥下，车辆有序通行，极大地缓解了进出山区道

路的交通压力，大大提高了通行效率。

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综合中队中队长申逸然介绍：“临时潮汐

车道设置的目的主要是对道路资源的动态管理，在一条车道的基

础上，变更成两条车道，加大通行效率。比如早上 8:00-9:00南北

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一个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小，这时利用潮汐

车道压缩车流量少的车道的道路资源，把道路资源让给车流量大

的车道。此外，驾驶员经过临时潮汐车道时，要注意观察交警的指

挥，按顺序进入新增的车道有序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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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序

号
镇 村 得分 镇 村 得分

1 王平镇 吕家坡村 99.55 11雁翅镇 饮马鞍村 98.31

2 王平镇 东王平村 99.33 12王平镇 东马各庄村 98.23

3 潭柘寺镇 赵家台村 99.03 13斋堂镇 牛战村 98.15

4 妙峰山镇 禅房村 98.99 14斋堂镇 沿河口村 98.09

5 潭柘寺镇 王坡村 98.73 15清水镇 西达么村 98.05

6 潭柘寺镇 平原村 98.43 16雁翅镇 松树村 98.01

7 清水镇 下清水村 98.39 17斋堂镇 林子台村 98.01

8 雁翅镇 泗家水村 98.35 18清水镇 胜利村 97.87

9 斋堂镇 沿河城村 98.35 19清水镇 艾峪村 97.75

10 清水镇 黄塔村 98.31 20斋堂镇 白虎头村 97.75

序

号
镇 村 得分

序

号
镇 村 得分

1 斋堂镇 灵水村 94.1511 清水镇 张家庄村 93.02

2 军庄镇 东山村 93.8512 斋堂镇 吕家村 92.78

3 雁翅镇 付家台村 93.7813 龙泉镇 赵家洼村 92.47

4 斋堂镇 新兴村 93.6314妙峰山镇 斜河涧村 92.43

5 妙峰山镇 水峪嘴村 93.5 15 清水镇 燕家台村 91.15

6 斋堂镇 向阳口村 93.4216 斋堂镇 西胡林村 91.04

7 妙峰山镇 陈家庄村 93.3717 龙泉镇 龙泉务村 90.03

8 清水镇 田寺村 93.2818 龙泉镇 琉璃渠村 87.17

9 妙峰山镇 下苇甸村 93.2319妙峰山镇 陇驾庄村 86.88

10 雁翅镇 苇子水村 93.0320 龙泉镇 三家店村 82.45

大台街道
创新基层自治途径构建共治共享格局

开展综合执法检查
保障节日环境安全有序

统计诚信单位北京京粮泰兴房地产有限公司：
努力提高统计工作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水平

区委宣传部开展
“月满中秋节 团圆话家风”

家庭文明建设主题活动

传承好家风
文明过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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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范围。全区纳入

“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的第

一、二、三批138个创建村，全区

纳入创城“比学赶超”擂台赛的

138个村，涉及9个镇。

（二）检查内容。涉及村庄

整体环境及群众反映问题情况、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公厕管护、村容整洁（含

乱堆乱放、乱贴乱画乱挂、私搭

乱建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

管护、村居环境整洁、文化设施

建设、民风建设等方面。

（三）考核排名情况

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8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结果通报

表1：2022年8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前20名统计表 表2：2022年8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后20名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