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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文明单位举办爱心义剪

注：“-”为不涉及此项工作。

公交停靠站变港湾
出行安全无忧

2022年汛期结束
降水量较去年减少一半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区司法局
举办全国质量月宣传活动

本报讯 近日，城子街道新

老宿舍社区完成了公租房及公

厕供水系统改造，获得居民的

认可和称赞。

据了解，为了提高居民用

水安全，保障日常用水需求，城

子街道主动向前一步，协调产

权单位对新老宿舍社区公租房

及4处公厕的供水系统进行升

级改造，统一并入市政管网。

产权单位委托自来水公司具体

实施，结合前期意见征求结果，

优先对居民家中供水线路进行

升级，于3月开始动工，5月上

旬完成了200多户公租房的供

水管线改造工作，居民家中顺

利通水。

公厕线路改造过程中，社

区协调区环卫中心加大清扫力

度和频次，但是随着夏季温度

越来越高，异味扰民及蚊虫问

题日益严重。

城子街道始终高度重视民

生问题，将此问题记于心、化于

行，在条件成熟后，立刻组织

产权单位、自来水公司、区环

卫中心召开研讨会，加快项目

手续申报，施工改造全面提

速。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前提下抓紧施工，利用两周时

间完成了改造并通水。至此，

新老宿舍社区公租房及公厕供

水系统改造工作圆满结束。

城子街道以百姓需求为中

心，定期梳理群众最关心、最

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将重点

任务和具体项目列入街道工作

台账，明确牵头科室和责任部

门，形成协作联动、运转高效

的工作格局，集中力量攻坚解

决，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

增强辖区百姓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本报讯 近日，陆续有8位市民

致电12345市民热线,反映某商场

拖欠薪资问题。

永定镇接诉后，第一时间启

动点对点响应机制，向反映人详

细了解具体情况。经初步核实，

反映人均为商场聘请的第三方

公司的保洁人员，涉及欠薪人数

28人，拖欠总金额约12万元。

由于涉及人员和金额较多，

永定镇高度重视，工作人员多次

上门联系企业核实情况，同时，

通过吹哨区人力社保局等单位

齐报到，进行现场沟通。区人力

社保局依照工作程序，向企业详

细讲解了相关政策法规，永定镇

工作人员耐心地开展说服教育，

最终获得了企业的理解和配合。

目前，企业已在约定时间内

将薪金全额发放给工作人员，至

此，28 位保洁人员的欠薪问题

得到圆满解决。市民特制作赠

送了锦旗，表达了对工作人员快

速协调解决欠薪问题的认可与

感谢。

本报讯（通讯员 杨洁 宋歌）大峪街道增产

路东区社区和桃园社区，在社区青少年教育

中以社区《小课堂》为载体、搭建起学校、家

庭、社区青少年教育成长的桥梁与舞台，助力

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社区《小课堂》有一支由退伍军人、民警、

先进模范等近 30 人组成的志愿者工作团队，

每次活动志愿者们都精心策划，确保《小课

堂》高质量开展活动。

社区《小课堂》创建了区域文化、区域生态两

个青少年实践活动教育基地。与区博物馆共建

引领青少年走进家乡，了解家乡的昨天、今天与

明天，从小树立爱党爱国情怀。与黑山公园共建

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环保意识。

此外，社区《小课堂》还开办了国防教育

课、革命传统课、社会公益课、民族民俗课、手

工技巧课。

多年来，社区《小课堂》举办各种活动 180
多次，参与人数上万人次，成为了社区青少年

教育的创新品牌。

本报讯（记者 刘佳璐）近日，记

者从区气象局了解到，2022年汛期

于9月15日结束。6月1日至9月15

日汛期期间，全区共出现降雨41场，

较去年的69场，下降三成左右，平均

雨量达中雨及以上量级降雨 9场。

其中，2场伴随冰雹，7场伴随6级以

上大风。

据统计，主汛期全区平均降水量

384毫米，与常年同期385.4毫米基

本持平，比去年同期735.1毫米偏少

近五成。全区60个气象站中累计降

雨量最大为潭柘寺站531毫米，累计

最小降水量为灵山站 203.3 毫米。

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京浪岛站，7月

5日16至17时，为53.6毫米。

区气象台预报首席吴辉告诉记

者：“今年汛期降雨总体平稳，偶有风

雹天气，局地性较强、雨量分布不均。

累计降雨量接近常年同期，但较去年

同期明显偏少。出汛后，强降雨减

少，但未来一周气温仍然较高，最高

气温在26°C左右，早晚温差较大，注

意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本报讯（记者 李怡锦）近年来，

区城管委通过优化公交站台布局，增加

无障碍设施等举措，在保障市民安全出

行的同时，也美化了道路交通环境。

记者在新城大街东侧的上岸公

交站台看到，曾经设置在步道上的公

交站台已经被迁移到主路旁，不再占

用非机动车道，避免了公交车停靠及

乘客上下车与非机动车发生剐蹭，营

造更加安全的出行环境。

改建后的公交站台，采取港湾式

布局，可降低公交车进、出站时对主

路交通秩序的影响，减少道路拥堵和

交通事故的发生。

为了规范上岸公交站周边电动

车和自行车停放，区城管委在附近区

域规划新增4处非机动车停放点，并

在步道中间设置出入口，方便市民和

外卖骑手停放和出行。

区城管委市政综合管理科宋浩

说：“通过优化设计人流量、车流量较

大的公交站台，提升市民出行质量，

同时，与交通协管员积极协调，加大

对周边车辆的执法检查力度。我们

也将继续聚焦市民呼声，保障市民的

安全出行。”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首都

文明单位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联

合社会组织爱心剪剪吧举办“致敬最

美天使 倾洒医者荣光”爱心义剪活

动，首场义剪活动在京煤集团总医院

进行，形成了关心关爱医护工作者的

良好社会风气。

本次活动共设置了3个理发位，

理发师们为41名医护工作者进行了

义剪，并发放了专门面向医护工作者

的爱心卡券300张。

作为我区登记注册的社会组

织，爱心剪剪吧的理发师们认真倾

听一线医护工作者需求并予以满

足，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医护工作者

的尊重和敬意，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

评。

据统计，今年以来，区委社会工

委区民政局开展“红色领航，同心抗

疫”专项行动，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

与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区内外企业、

社会组织、个人纷纷向隔离点捐物

资、捐服务，支持隔离点建设，为新冠

疫情防控贡献了力量。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近日，区

公安分局在东辛房街道石门营新

区四区组织开展老年人防范诈骗

宣传活动。

民警围绕 12 类电信网络诈骗

类型、14 类敲诈犯罪行为进行了典

型案例分析。在讲解理论知识的

同时，民警对于老年人关心的防范

诈骗知识进行了解答，进一步提升

老年人反诈自防能力。活动最后，

民警协助参与活动的老年人下载

安装反诈 App。

本报讯 9月 20日下午，区司法

局在黑山公园以“推动质量变革创新

促进质量强国建设”为主题开展全国

质量月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向

过往群众发放相关法律知识彩页、宣

传品，普及质量、安全知识，切实提高

广大群众对质量安全的认识和法治意

识。同时，引导群众通过扫码关注“门

头沟普法”公众号，以便学习相关法律

案例、免费在线咨询法律问题等。

区司法局/供稿

本报讯 近日，妙峰山镇丁家滩

村利用道德评议会开展移风易俗破

除陈规陋习活动。

活动现场，评议会成员围绕村内

近期的重点工作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提出存在的亮点及问题，深入挖掘先

进典型，列出评议要点，大家开展集中

评议，对评出的好人好事进行表扬，对

评出的不道德行为进行批评教育。

道德评议会起到教育引导作用，

村内乡贤、道德模范用行动影响和带

动身边的村民群众，在全村营造文明

乡风。

妙峰山镇/供稿

富强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为什么说富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价值目标呢？简单地讲，对富强的

追求是任何社会主体的基本需求和前进动力。自人类产生以来，摆脱物质匮乏，不

断创造、积累物质财富就成为社会主体的生存所需和基本追求。社会个体如此，民

族、国家也是如此。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正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奋斗，国家富强是实现这一梦想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来源：共产党员网

丁家滩村运用道德评议会
开展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活动

区公安分局
开展老年人防范诈骗宣传

9月份第三周（9.10-9.16）河长制综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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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面舆负面舆负面舆负面舆
情曝光情曝光情曝光情曝光

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

1 大台街道 0% 0% - 100% - 100% 100% - 30.30% 0 - 98.91

2 东辛房街道 0% 0% - 100% - - - 100% - 0 - 98.48

3 大峪街道 0% 0% - 100% - - - - - 0 - 98.1

4 城子街道 0% 0% - 100% - 100% 100% 70% - 0 - 92.33

5 清水镇 6.23% 0% 87.50% 0% 50% 100% 100% 100% 30% 0 - 84.66

6 斋堂镇 3.61% 0% 100% 0% 15.38% 100% 98% - 0% 0 - 78.68

7 王平镇 14.68% 0% 100% 100% 75% 100% 76% - 29.70% 0 - 78.67

8 永定镇 14.15% 20% 100% 40% 100% 100% 96% - 0% 0 - 72.69

9 潭柘寺镇 10.79% 25% 100% 0% 14.29% 100% 97% 100% 30% 0 - 72.35

10 军庄镇 41.44% 0% 0% 20% 0% 100% 100% - - 0 - 69.26

11 妙峰山镇 14.55% 28.57% 28.57% 0% 33.33% 100% 91% 100% 0% 0 - 62.35

12 雁翅镇 7.60% 25% 0% 0% 40% 100% 78% 85% - 0 - 60.73

13 龙泉镇 34% 40% 0% 0% 0% 100% 95% 100% 0% 5 - 58.49

8.81% 17.24% 50% 15.52% 37.93% 100% 94% 93% 15% 5 - -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

社区《小课堂》
助力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升级改造供水系统
保障日常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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