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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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综合综合综合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1 城子街道 0% 0% - 100% -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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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台街道 6.46% 0% 100% 0% - 100% 100% - 100% 0 - 87.53

5 王平镇 7.34% 0% 100% 100% 75% 100% 100% - 66.50% 0 - 85.5

6 永定镇 16.98% 16.67% 100% 66.67% 100% 100% 100% - 100% 0 - 82.08

7 清水镇 6.23% 25% 75% 62.50% 76.67% 100% 100% 100% 100% 0 - 78.5

8 斋堂镇 3.10% 0% 66.67% 0% 46.15% 100% 100% - 100% 0 - 77.81

9 潭柘寺镇 8.09% 33.33% 100% 0% 14.29% 100% 100% 100% 100% 0 - 75.41

10 妙峰山镇 12.47% 50% 100% 0% 66.67% 100% 91% 100% 100% 8 - 69.25

11 军庄镇 41.44% 20% 100% 20% 0% 100% 100% - - 0 - 67.34

12 龙泉镇 17% 60% 80% 0% 50% 100% 100% 100% 100% 0 - 66.95

13 雁翅镇 9.50% 30% 90% 0% 80% 100% 83% 100% - 0 - 64.14

8.05% 26.42% 88.68% 35.85% 62.07% 100% 98% 100% 95.80% 8 - -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

本报讯（记者 郭映虹 刘佳璐）

连日来，区体育局按照科学精准防

控要求，强化辖区内体育项目经营

单位疫情防控监督检查。

区体育局重点检查了各经营

场所环境日常消杀，从业人员健康

管理，顾客入店查验健康宝、核酸

阴性证明、行程码等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抽查了从业人员核酸

“每日一检”落实情况，并督促各经

营单位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强化

重点区域消毒工作，保持室内通风

整洁，严格控制人员密度，切实将

各项疫情防控要求落实落细。

目前，区18岁以下青少年体育

类线下培训活动已全部暂停，地下

空间体育经营单位也都暂停营业。

据了解，区体育局将发动社会

团体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向广大体

育爱好者发出倡议，倡导大家支持

配合防疫工作，积极主动落实好各

项防疫措施。

区体育局二级调研员吴雷宁

说：“区体育局将加大检查力度，开

展7天一轮回式执法检查，督促企业

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筑牢

体育场所疫情防控屏障。”

区住建委持续对我区在施工地

开展疫情防控专项督查，督促各施

工单位抓实抓细防疫管理，确保工

程安全有序推进。

记者跟随区住建委督查人员先

后到永定镇南区棚改安置房项目

B1地块和翡翠长安北区项目施工

工地,检查现场测温点设置和防疫

管理机制落实情况。针对生活区和

施工区不在同一地点的情况，检查

施工人员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随后，督查人员还对施工单位

快递收发、车辆出入管理进行了检

查，要求各施工单位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确保

工程安全有序推进。

据了解，自专项督查开展以来，

区住建委每日汇总各在施工地疫情

防控信息，每7天实现一次全覆盖检

查，保证我区各施工项目有序推进。

区住建委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

督站工作人员赵琦说：“区住建委将

加大检查力度，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及时约谈相关企业，要求停工

整改，督促企业压实疫情防控责

任，同时每日发布疫情防控信息，让

企业根据政策随时调整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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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不涉及此项工作。 区河长办/提供

区相关部门强化精准防控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龙泉镇
开展承包地消防安全联合检查

区残联开展义诊志愿服务

区卫生健康委
开展老年人防范诈骗知识宣传

市民偶遇大鲵
联系执法人员送其“回家”

军庄镇:强化执法检查 做好服务保障

区政务服务中心
暂停现场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白平）近日，

区检察院向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制发督促接受家

庭教育指导令，探索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有效提升其家庭教育水

平，实现预防犯罪从家庭做起。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

情况，涉罪未成年人因未达刑事

责任年龄而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并

接受相应的观护帮教，导致其不

良行为甚至是严重不良行为未能

得到及时纠正，进而发展为犯罪

行为。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

察办公室（以下简称“区检察院未

检办”）不断创新工作方法，积极

探索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分别针

对一起盗窃案中的4名未达刑事

责任年龄涉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制发督促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

有效提升其家庭教育水平，正向

引导未成年人成长。

区检察院未检办坚持“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积极创新、

勇于尝试，注重整合专业的心理、

教育、青少年保护等社会资源，与

蒙恩关爱家庭中心等家庭教育机

构合作，聘请融心理服务和家庭

教育为一体的专业化团队，针对

涉罪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开展家

庭教育，提供心理咨询、心理救援

等服务，共同提升未成年人家庭

教育指导及心理干预工作水平。

区检察院未检办联合区公安

分局办案民警、教育机构家庭教

育指导师共同与未达刑事责任年

龄涉罪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开展

谈心谈话，充分表达对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关心关怀，打消监护

人对家庭教育的疑虑和抵触，形

成家庭、教育机构、司法机关“三

位一体”的帮教合力。同时，全面

开展社会调查，实地走访相关家

庭，深入了解未成年人实际生活

情况、教育情况，从成长经历、重

大生活事件、不良行为及违法犯

罪行为、个体心理及行为习惯、认

罪悔罪态度、回归社会情况等方

面，予以详细分析，并出具社会调

查报告，做到一人一档案，一人一

报告，找准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

根源，对症下药、因材施教。

同时，区检察院未检办结合

社会调查中发现的具体问题，向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的监

护人制发督促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令，明确指出相关监护人在家庭

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列明法律依

据，指明改进方向，由检察官和家

庭教育指导师分工负责为其提供

3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进一步帮

助监护人提升思想认识，转变教

育方式。事后，区检察院未检办

通过逐案逐人开展跟踪回访，定

期了解相关未成年人在生活、学

习、心理等方面的转变，以及相关

监护人在教育观念、教育方式上

的改进提升，确保家庭教育指导

令取得长效、取得实效。

本报讯（通讯员 赵晨振）连日

来，军庄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全力

做好辖区服务保障工作，努力提

升环境秩序水平，助力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

执法队员严格落实辖区“三

类场所”常态化疫情防控检查工

作，充分把好疫情防控执法检查

细节关、过程关、质量关，全力守

护辖区群众的健康。重点检查

扫码测温登记是否严格落实，员

工体温检测、环境消杀记录是否

完善，佩戴口罩、防疫措施落实是

否规范等问题。对于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执法队员第一时间告知

责任人，立即整改，并通过“回头

看”精准复查，确保问题整改彻

底。

执法队员牢记安全底线，高

度重视燃气安全使用情况，加强

日常安全巡查，预防和遏制事故

隐患的发生。在辖区燃气执法检

查过程中，对标对表，仔细排查隐

患。对能够现场改正的违规行

为，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同时

形成工作台账，纳入复查范围，定

期开展“回头看”，以防问题反

弹。

为切实加强扬尘防控，执法

队员深入辖区在施工地,检查建

筑材料苫盖、洒水降尘设施使用

是否正常等情况。到重点点位开

展执法检查，对渣土运输车辆密

闭情况、苫盖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求相关责

任人立即整改，确保扬尘管理常

态化、精细化、长效化。

执 法 队 员 紧 盯 市 容 秩 序 焦

点，围绕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人居

环境整治等工作，加大巡查力度，

提高执法频率，对辖区重点区域

占道经营、店外经营、乱堆物料等

现象进行检查，确保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督促整改。

本报讯（记者 杨铮）按照

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为有

效减少人员聚集，更好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区政务服务中心自11月 20日

起暂停现场业务办理，恢复时

间另行通知。除区政务服务中

心外，其他各级大厅正常对外

服务。

暂停期间，办事企业和群

众可选择网上办理方式，登录

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http://www.bjmtg.gov.cn），

在政务服务界面，找到需要办理

事项所在的委办局，在事项名称

后面点击“网上办理”即可体验

在线办理服务。目前，部分事项

暂时无法网上办理。

区政务服务局工作人员提

示，疫情期间，请市民优先选择

网上办理业务方式，有效降低

疫情传播风险。

本报讯（通讯员张烁）近日，

龙泉镇联合区消防救援支队、

属地派出所，对龙泉务村河东

承包地进行联合检查。重点对

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森林防火

等方面隐患问题进行全面排

查，并仔细查看各承包户是否

住人、消防设施是否齐全及用

电用气安全情况。

检查中发现，个别承包户

存在违规临时接线、可燃物堆

积、电线裸露老化、违规使用明

火等问题。各部门按照相关工

作职责，对存在问题的承包户

进行约谈，要求其立即开展整

改工作，充分落实安全主体责

任，重新规范敷设电线、更换老

旧电气线路、更换消防设备设

施、限期清理可燃物等，全力消

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通讯员 李朗月）

近日，区残联结合残疾人关心

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持续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不断提升党建品

牌“红手杖”服务质量，扩大服

务范围、增强效果，努力打造特

色志愿服务品牌。

区残联康体服务中心围绕

残疾人高发性、普遍性、日常性

疾病和辅助器具适配等相关医

疗问题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义诊

活动，累计服务500多人次。

义诊活动现场，医生就睡

眠缺陷、心理障碍、“三高”等

日常疾病的成因与预防相关

知识进行讲解。针对个体问

题开出不同的诊疗方案，主要

包括食疗、运动计划以及对疑

难问题的进一步诊疗流程进

行解答。同时，为残疾人定制

最适合的辅具，辅助出行。通

过综合一体的一条龙服务，把

残疾人关心的日常问题，一次

性解决。大家积极性非常高，

希望多开展类似的活动，以便

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健康

状况，更好地进行康复训练和

日常活动。

区残联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用行动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推动残疾

人事业全面发展落实到具体工

作中来，体现到服务上去，让残

疾人士感受到党、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关怀，为残疾人事业健

康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讯 为维护老年人合法

权益，营造养老孝老敬老社会

氛围，日前，区卫生健康委在王

平镇组织开展老年人防范诈骗

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为老年人讲解了老

年人防范诈骗背景、诈骗类型

以及各类保健品诈骗、电信网

络诈骗、金融诈骗、旅游消费诈

骗等常用诈骗手段，用真实的

案例介绍了普通诈骗与电信诈

骗的作案手段和防范要点，并

耐心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

工作人员还向老人们介绍“全

民反诈中心”App，并帮助大家

下载、安装、注册，进一步提高

老年人反诈防范意识，切实筑

牢防诈骗“防火墙”。

通过此次防范诈骗知识宣

传活动，进一步提高了老年人的

防诈骗意识，增强识骗、防骗能

力，提升了辖区老年人的安全感。

区卫生健康委/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符乃清）

11 月 23 日，区委农工委区农业

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接到

市民反映，在我区新河水域发

现一条形态奇特的鱼。

接到电话后，执法人员立

即赶赴现场，通过识别比对，

确认该鱼为大鲵，经观察身上

无明显伤痕，状态良好，执法

人员随即将大鲵送至北京市

水生野生动植物救治中心做

进一步处理。

据了解，中国大鲵，因其叫

声 犹 如 婴 儿 啼 哭 故 称“ 娃 娃

鱼”，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

生活在淡水中的两栖动物。

经该中心工作人员鉴定，

大鲵体长 60 厘米，重 1.6 公斤，

该条大鲵非野生物种。执法人

员将处置结果和照片反馈给热

心市民，市民对执法人员处理

时效表示非常满意，给予了认

可和赞赏。

区委农工委区农业农村局

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关爱保护

水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维护生态平衡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和义务，希望更多的市

民能够提高水域环境保护意

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1月份第三周（11.12-11.18）河长制综合情况

区检察院首发家庭教育指导令
实现预防犯罪从家庭做起

每7天一次全覆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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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