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城管执法局
错峰对餐饮单位疫情防控开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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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回应当前热点问题
全年经济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 区直机关工委

举办“奋斗正青春 强国
复兴有我 百姓故事汇”

主题宣讲活动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教育

区交通局
开展“3510”绿色出行
文明交通志愿服务

北京日报讯（记者 曹政）今年四

季度中国经济能否延续三季度持续

恢复向好的态势？天然气供应能否

保障取暖季的需要？生猪市场未来

价格将呈现怎样走势？昨天国家发改

委举行的例行发布会对上述热点问题

一一回应。

谈及经济恢复态势和未来走势

时，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

10月份我国经济经受住了国内外多

重超预期因素的影响，持续保持恢复

态势。展望全年，经济增速有望进一

步加快，回稳向好的基础将不断得到

巩固。

我国经济持续保持恢复态势

10月份的多项经济指标显示，我

国经济经受住了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

素影响，持续保持恢复态势。

不仅如此，10月份，全国发电量

66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由降

转升；今年前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发电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2%，全

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3.8%。

稳投资方面，7月底，国务院部署

通过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加大重

大项目融资支持。为此，成立了由19

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推进有效投资重

要项目协调机制。目前，7399亿金融

工具资金已全部投放完毕，支持的项

目大部分已开工建设，正在加快形成

实物工作量。

孟玮表示，当前国际环境仍然错

综复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特别

是最近一段时间，国内新发疫情不断

出现，促进四季度经济持续恢复还需

付出艰苦努力。国家发改委将持续推

进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落地

见效，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促进重点领

域消费加快恢复发展，持续推进实施

退税减税降费，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强化粮食、能

源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落细落

实稳就业政策，扎实做好重要民生商

品保供稳价。

供暖季天然气供应有保障

保暖保供是保民生的一项重要工

作。“从当前供应情况看，尽管国际复杂

严峻的市场形势对我国冬季保供带来

一定影响，但经过各方面提早准备，共同

努力，采取有力措施，今冬供暖季我国

天然气资源供应总体上是有保障的，高

峰时段、部分区域受持续寒冷天气等影

响可能会出现供需偏紧情况。”孟玮说。

现在北方地区已经全面进入供暖

季，国家发改委将会同各有关方面加

强统筹协调，在民生用气保供稳价方

面，供暖季期间将组织各地切实履行

保障民生用气的主体责任，确保民生

用气充足稳定供应，督促各地严格执

行居民门站价格政策，保障民生用气

价格基本稳定。

国内天然气增储上产方面，将支

持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上游供气

企业加大增储上产力度，尽可能增加

冬季高峰期国内天然气产量，推动已

建成储气设施应储尽储，保障整个供

暖季特别是高峰保供的需要。

猪肉价格有望维持相对平稳

下半年以来，国内生猪价格总体

震荡上行，特别是受部分养殖户过度

压栏惜售和二次育肥、节假日市场消

费增加等因素影响，10月上中旬一度

上涨较多。

此前，为切实做好生猪市场保供

稳价工作，相关部门迅速采取了一系

列调控措施。特别是加大投储力度方

面，累计投放7批次中央猪肉储备，并

督促指导地方加大力度同步投放储

备，其中9月份国家和地方合计投放

猪肉储备20万吨左右，单月投放数量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投放价格明显低

于市场价格，有效保障了市场供应。

目前看，相关调控措施取得了积

极成效，近日生猪价格出现明显回落。

孟玮称，今后一段时间生猪猪肉市场

供应有保障，价格有望保持相对平稳

态势，难以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形。

——摘自《北京日报》2022年11月17日

本报讯（记者 闫吉）针对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区核酸检测组统筹推进

常态化和重点区域核酸检测工作，按

照就近就便原则，坚持科学精准防

控，在方便市民的同时，还在涉疫重

点地区增设核酸检测点位，确保核酸

检测工作有序开展。

记者在滨河世纪公园、西山御

园、倚山嘉园、惠康嘉园核酸采样点

看到，市民佩戴好口罩，自觉保持距

离排队，队伍前行流畅，现场秩序井

然。各采样点均严格设置登记区、采

样区，指引标识和提示标语清晰可

见。医护人员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做好个人防护，认真细致地进行

核酸采样。区派和属地下沉值守人

员、社区志愿者以及安保人员做好秩

序维护和环境消杀，保障采样点高效

运转。

记者注意到，多个采样点从早上

8点就有居民陆续前来做核酸，除个

别点位需排起小长队，多数点位居民

随到随采，无需等待。区核酸检测组

将根据实际情况，动态优化调整全区

核酸采样点位。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核酸

采样时，科学佩戴口罩，主动测温验

码，保持“两米线”安全距离，不插队、

不扎堆，弹窗人员主动告知，到专用

点位和通道进行采样，配合维护好核酸

采样秩序，齐心协力、群防群控，共同

建设和谐平安社会和健康美好家园。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连日来，区城管执法

局不断加强对“三类场所”执法检查力度，成

立6个执法督导检查小组，在特殊时段对全

区餐馆疫情防控开展督查检查。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扫码测温环节，针对

多人扫一码的情况加大检查力度，加强防疫

指导和从业人员督促，对未严格落实扫码查

验等各项防控要求的经营主体，进行提示、

整改、回头看。

11月1日起，区城管执法局共检查“三类

场所”3328家次，其中检查商务楼宇50家次，

检查商场超市378家次，检查餐馆食堂2900

家次。公示问题企业共68家次，其中公示商

场超市8家次，公示餐馆食堂60家次。

本报讯（记者 闫吉）连日来，龙泉镇党

委、政府工作人员到辖区农贸市场、养老院、

养老驿站和“七小”门店等重点公共场所检

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检查中，工作人员详细了解疫情防控

人员物资配备、排查登记和相关措施落实

情况，并严格检查是否按疫情防控要求落

实进出人员佩戴口罩、测体温、查验健康码

和行程码等相关措施。针对检查发现的个

别责任意识不强、重视不够，防控措施落实

不到位等问题，当场对负责人进行教育，要

求立即整改到位。并要求各商铺和场所负

责人要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克服麻痹思想

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扫码、测温、戴口罩

等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坚持日常消杀，保持

环境卫生。

本报讯（记者 刘佳璐）连日

来，区邮政快递防疫专班针对近

期快递量激增的情况，按照“人物

同防”的工作要求，对我区邮政快

递企业的防疫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记者跟随区邮政快递防疫专

班的工作人员来到顺丰速运永安

路业务部，在快递邮件收发现场

看到，网点安排专员第一时间对

进场车辆进行消杀，并在卸货时

通过传送带逐一扫码、喷洒消毒

喷雾，保证快递外包装在入库前

消杀到位。防疫专班检查了网点

从业人员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环

境消杀记录台账，查看快递运输

车辆的路线。

随后，区邮政快递防疫专班

又来到韵达快递门头沟分公司、

美团买菜葡山站等地检查疫情防

控工作情况，督促各快递、外卖网

点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区邮政快递防疫专班李腾表

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长

效机制，加大对我区快递外卖站

点的检查力度，确保快件在分拣、

配送过程中进行全面消杀，在快

递高峰期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到位。”

本报讯（通讯员 陈永）为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激励和引导社区干部群众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

代，共建幸福家园，11月17日，区直机关工委宣讲团走进永

定镇永安社区，举办“奋斗正青春 强国复兴有我 百姓故事

汇”主题宣讲活动。

来自区直机关系统的宣讲员刘曼深情讲述了区规自分

局规划实施科科长胡丹在抗疫前线，为抗击新冠疫情贡献

巾帼力量的感人故事。来自区住建委的王吉雨讲述了本单

位干部刘峰在抗击新冠疫情中逆行冲锋，用实际行动为社

区群众和农民工筑起疫情防控安全屏障的动人故事。两位

宣讲员用朴实的话语和精彩的讲述，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

一位干部群众。

大家纷纷表示，要发扬抗疫精神，筑牢社区疫情防控屏

障，为“绿水青山门头沟”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李子鑫）近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

机关党员到斋堂镇马栏村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开展

“高举伟大旗帜 凝聚奋进力量”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实践。

机关党员干部分别围绕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学习交流。大家纷纷表示，

作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者，应当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不断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和业务能力提升，立足本职岗位，勇

于担当作为，用心用力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凝

心聚力携手并进，为我区国防教育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贡

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为进一步践行文明交通绿色出

行方式，主动倡导“3510”绿色健康出行理念，近日，区交通

局到我区部分公交车站和公园组织开展文明交通志愿服务

活动。

志愿者先来到侯庄子公交站台，手举“文明我点赞”指

示牌，引导市民遵守公共秩序，文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自

觉排队上车，戴好口罩，遵守疫情防控要求。积极倡导大家

自觉参与到绿色出行的行动中来，共建共享健康有序、文明

畅通的绿色交通环境。

在滨河公园外，区交通局志愿者向市民发放了《致广大

市民朋友们的一封信》和《你我共同践行“3510”绿色出行》

等宣传手册，积极宣传科学、健康、低碳、绿色的出行方式

理。建议大家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行、10公里内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远距离绿色驾驶出行的健康绿色出行方式，努

力争做门头沟绿色出行的一份子，让城市建设多一份绿色、

多一份畅通、多一份文明。

此次活动展现了志愿者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城市文明形

象，也进一步提高了市民的文明交通绿色出行意识。同时，

呼吁广大市民，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成为文明交通

绿色出行的实践者、参与者和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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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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峪街道 0% 0% - 100% - - - - - 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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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东辛房街

道
0% 0% - 100% - - - 100% - 0 - 100

4 清水镇 3.89% 20% 100% 100% 76.67% 100% 100% 100% 100% 0 - 89.25

5 王平镇 11.01% 0% 100% 100% 75% 100% 100% - 62.50% 0 - 85.49

5 斋堂镇 1.55% 0% 100% 0% 46.15% 100% 100% - 100% 0 - 85.49

7 大台街道 12.93% 0% 0% 100% - 100% 100% - 100% 0 - 84.63

8 永定镇 19.80% 14.29% 100% 0% 100% 100% 100% - 100% 0 - 79.5

9 潭柘寺镇 10.79% 25% 100% 0% 14.29% 100% 100% 100% 100% 0 - 76.17

10 龙泉镇 17% 40% 40% 60% 50% 100% 100% 100% 100% 0 - 70.02

11 雁翅镇 5.70% 16.67% 0% 0% 80% 100% 83% 100% - 0 - 66.7

12 妙峰山镇 22.86% 27.27% 54.55% 0% 66.67% 100% 91% 100% 100% 0 - 62.33

13 军庄镇 41.44% 20% 80% 20% 0% 100% 100% - - 0 - 60.6

8.05% 18.87% 64.15% 39.62% 62.07% 100% 98% 100% 95.30% 0 - -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

1.北京理享家商贸有限公司

（1）销售：12名，高中及以上学历，月薪5000元以上

（2）设计师：5名，大专及以上学历，月薪8000元以上

工作地点：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13691188222 徐经理

2.北京上九嘉品连锁商业有限公司

（1）门店店员：3名，不限学历，月薪6000元以上

（2）门店店长：1名，专科及以上学历，月薪10000元

以上

工作地点：丰台区

联系方式：15801671574 李女士

3.北京君安达思科技有限公司

（1）文案策划：1名，不限学历，月薪6000-8000元

（2）库房管理员：1名，中专以上学历，月薪4300元以上

（3）销售助理：4名，大专以上学历，月薪4300-8000元

工作地点：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18518263275 李女士

11月份第二周(11.5-11.11）河长制综合情况

注：“-”为不涉及此项工作。 区河长办/提供

我区核酸检测工作高效有序进行

龙泉镇
检查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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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整体战阻击战歼灭战坚定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整体战阻击战歼灭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