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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文明交通礼仪
（一）文明出行

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随意横穿马

路，不翻越交通隔离护栏，不在人行道上停留

交谈。

（二）文明驾驶

1.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按照交通指示灯和

标志、标线行驶，红灯不越线，黄灯不抢灯。

2. 礼让行人，不乱鸣笛，友好协商交通纠

纷。

3. 车辆不乱停乱放，行车过程中不向车窗

外吐痰和抛掷杂物。

——摘自《门头沟市民文明手册》

区交通局线上开展
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

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项目
谷山村隧道左线顺利贯通

区审计局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
长效化专题学习知识竞赛

范红雨：火海救人的凡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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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文明农村
人居环境综合
考评结果通报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主体

价格行为，维护疫情防控期间市场

价格秩序，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主

动作为，持续开展价格执法检查，紧

盯投诉举报线索，全力保障生活必

需品、药品价格稳定，积极营造良

好、公正的市场消费环境。

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农贸市场、

大型商超，就市民最关心的蔬菜、

肉类、鸡蛋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进

行执法监管，督促各经营主体严格

落实明码标价，避免价格欺诈行为

的发生。在检查的同时，向经营主

体发放《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场价格

行为的提醒告诫书》，要求其自觉

履行社会责任，切实加强自律，杜

绝出现借疫情防控之机囤积居奇、

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物价等价

格违法行为，共同维护市场价格秩

序稳定。截至目前，共检查“五类

以外”市场主体 895 家次，发现问

题15家次，整改问题15家次，公示

问题6家次。

区市场监管局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及时

调整监管内容，要求各药店不得随

意关停，确保群众基本购药需求，

并不再限制群众购买“四类药品”

等非处方药；同时督促药店严格

落实好定期消杀、按时通风等常

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最大程度保

证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健康；紧盯

疫情防控用药械进货资质、产品

储存、销售管理等关键环节，牢牢

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和价格

“标准线”，全力保障药品价格稳

定、群众用药安全。

区市场监管局对近期12345市

民诉求进行综合分析，重点关注粮

油肉蛋菜奶等民生商品和口罩、抗

病毒药品、消毒杀菌用品、相关医疗

器械等防疫用品的价格投诉举报问

题，同时监控近期互联网舆情集中

反映的连花清瘟、布洛芬等药的线

上价格问题，切实做到诉求及时响

应、民众问题及时解决、违法行为及

时惩处。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

关口前移，主动作为，积极采取部门

联动、队所联合等方式，加强对居民

生活必需品、防疫用品领域的执法

检查，紧盯投诉举报线索，严厉打击

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各类价格违

法行为，保障好市民的“菜篮子”“米

袋子”“药罐子”，为全区疫情防控工

作保“价”护航。

本报讯 近日，家住妙峰山镇陇

驾庄村的市民致电镇里统一供暖报

修电话，反映自家”煤改电”设备不

热，家中还有80多岁的老人，希望能

够尽快维修。

妙峰山镇接到报修电话后，立

即安排人员上门排查发现，因电路

故障导致暖气不热，随即对电路设

备进行了更换，于当晚恢复正常供

热，屋内达到适宜温度，实现了供热

效率、供热质量同步走。

据了解，妙峰山镇为我区最早

实行“煤改电”的镇街之一，现在大

多数村民家的“煤改电”设备已过保

修期。为及时快速解决山区百姓供

暖问题，保障村民温暖过冬，妙峰山

镇制定了《妙峰山镇煤改清洁能源

采暖设备后期长效管护服务工作实

施方案》，成立了“煤改电”村后期运

行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24小时报

修电话，做到2小时内响应，小问题

4小时内维修完毕；对于不能及时

恢复正常使用的，统一提供备用取

暖设备，确保用户正常取暖。同时

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及发放《居民

一封信》等形式对报修电话进行宣

传告知，在“供得上”的基础上，实现

“供得好”。

妙峰山镇本着“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民有所求、我有落实”的原则，

通过设立统一供暖报修热线，实现

了供暖诉求快速响应、及时处理、高

效解决，截至目前已积极处理各类

供暖诉求20余起，为山区百姓温暖

过冬奠定了良好基础。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供稿

强化价格监管 为百姓保“价”护航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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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火，您当时害怕吗？”

“不害怕，就是很紧张，因为着急

救人。当时前方车突然撞上了，我赶

紧刹车，眼看着火起来了，蹿起来好

高，就在路中间特别危险，所以第一反

应只想赶紧救火。”聊起当时火海救

人，范红雨说。

范红雨是北京公交集团第五客运

分公司公交车驾驶员。2020年6月8

日和2021年6月24日，范红雨先后两

次遇到车祸引起的火情，危急时刻，他

毫不畏惧，果断采取救援措施，扑灭明

火，帮助被困者逃生。

2020年6月8日13时30分许，范

红雨驾驶849路公交车途经京开高速

海子角出口南高架桥附近时，发现前

方一辆黑色汽车与一辆箱式货车相

撞，失控的汽车一头扎向路边隔离栏，

发生碰撞后瞬间起火，滚滚浓烟顷刻

吞噬了整辆车。范红雨把车熄火停好

后，和乘务员一起提着灭火器跑向事

故现场。

据范红雨回忆，由于情况紧急，当

时他一边停车一边跟乘客解释：“我们

的公交车上配有大号灭火器，我们要

先停车下去灭火，给大家造成不便深

感抱歉。”当时乘客们都很配合，范红

雨说。

他们靠近事故车辆后发现，司机

因为解不开安全带，被困在车里。范

红雨顾不得多想，拿起手中的灭火器

喷向了起火点。这时，两名身着便

衣的消防队员以及另一辆公交车的

司机和乘务员也提着灭火器参与到

了救援中。一位乘务员用随身携带

的铅笔刀奋力切割司机身上的安全

带。经过一番周折，几人终于将司机

救出。

“师傅您真棒，真勇敢！”救火后车

上的乘客纷纷向范红雨和乘务员表达

敬佩之情，很多人将拍摄的照片、视频

传到了网上，让更多人见证了这段惊

心动魄的义举。

“当时，家人是通过媒体报道知道

我救火这件事的，我怕他们担心没有

说。家里老人是党员，他们一直跟我

念叨要勇于承担责任。父亲总是教导

我，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母亲知

道后尽管很后怕，但还是非常支持

我。”

不仅是范红雨的母亲，范红雨的

儿子知道这事后也引以为豪。“儿子是

地铁司机，我相信我们家人无论是谁

遇到这种事都会出手相助，这是一种

家风传承。”范红雨说。

2021年6月24日，范红雨乘坐公

交车回家的途中又遇到一场事故。当

时，一辆快递车和小轿车相撞发生火

情，公交车驾驶员立即拿起灭火器前

往救援。范红雨来不及多想，也拿起

灭火器冲向火场。在范红雨等人的努

力下，两辆车的火势很快被控制。

忽然，听见有人喊小轿车里还有

人，范红雨赶紧冲过去拉车门，却发现

撞击导致车门变形无法打开。这时小

轿车火势复燃，火苗已烧到驾驶室玻

璃的位置，幸好车里的被困人员及时

从另一侧车门逃生。

由于现场灭火器已用尽，火势越

来越大，很可能引起爆炸。看着滚滚

浓烟，范红雨心急如焚，不停地寻找新

的灭火器。此时，消防车也赶到现场，

火情很快被控制。

其实，除了这两次出手，范红雨还

曾多次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面对大

家的表扬，他总会说：“这些都是力所

能及的小事，不算什么。”

来源：中国文明网

本报讯（记者 杨铮）12月16日，国道109新线高路公路项

目谷山村隧道左线顺利贯通，比计划贯通日期提前10天。至

此，谷山村隧道左、右线全部贯通，为后续全线工程如期建成

通车打下坚实的基础。

谷山村隧道长1.8公里，为左右线分离式隧道，隧道岩体

以白云岩、石灰岩为主，其中III、Ⅳ级围岩占比为88.5%，洞身

最大埋深169米，最小埋深24米。

为快速、安全、高效推进隧道施工，一工区项目部以保安

全、保工期为重点，按照“岩变我变”的施工原则，及时调整施

工工艺工法。同时，根据地质变化不断调整爆破参数，采取

光面爆破方式，降低对围岩的扰动，节约混凝土用量，保证工

程实体质量，确保隧道施工循环的连续性,经项目全体参建

员工近790个日夜的不断奋战,最终顺利实现隧道安全如期

优质贯通。

本报讯（通讯员 耿界）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

化，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12月9日—12

月16日，区审计局组织开展“学习二十大，奋进新征程”党史学

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专题学习知识竞赛活动。

竞赛活动采取线上的形式进行。考试以党史、党的二十

大为主题，知识点紧扣《中国共产党简史》《论中国共产党历

史》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等内容，涉

及党的发展历程、党的理论知识、党的方针政策等多个方面。

通过此次以赛促学、以学促做的知识竞赛活动，进一步激

励了全体审计干部学好党史，传承红色基因，感悟初心伟力，

弘扬革命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党史的学习，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不断推动审

计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书写首都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为持续提升我区文明交通绿色出行

良好环境，不断提升市民文明交通绿色出行意识，近日，区交

通局志愿者们利用线上方式，组织大峪街道绮霞苑社区居民，

开展以“文明交通 我先行动”为主题的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

动，切实提高文明交通绿色出行的意识。20余名社区居民参

加了此次活动。

区交通局志愿者带领大家一起观看了《文明交通安全》宣

传片，并利用PPT形式，对文明交通安全出行进行广泛宣传。

引导大家从我做起，坚持“文明交通 我先行动”，严格遵守交

通法规，安全出行，绿色出行。志愿者还为大家提供了电子

版《致市民朋友的一封信》和《文明交通小贴士》，呼吁大家携

起手来，做文明交通实践者，共建美丽门头沟文明交通的美好

家园。

本报讯（通讯员 周涛)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倡

导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近日，斋堂镇桑峪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主

题宣传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通过向群众进行移风易俗相关科学知识的

讲述，关于厚养薄葬、红白喜事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

大操大办等内容的宣传，以及移风易俗知识问答，引导群众破

除陈规陋习，倡导文明新理念，树立和谐社会新风尚。活动后

群众纷纷表示，会抵制陈规陋习，争做文明新风的积极倡导者

和自觉实践者。

下一步，桑峪村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入户、组织会

议、悬挂横幅等方式进行宣传，营造移风易俗、文明树新风的

浓厚氛围。

桑峪村运用道德评议会
开展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活动

表 1：2022年 11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前 20名统计表

表 2：2022年 11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后 20名统计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 村村村村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 村村村村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1 王平镇 吕家坡村 99.66 11 潭柘寺镇 贾沟村 97.83

2 潭柘寺镇 赵家台村 99.66 12 王平镇 色树坟村 97.83

3 王平镇 东王平村 99.33 13 妙峰山镇 禅房村 97.79

4 王平镇 南涧村 98.99 14 王平镇 桥耳涧村 97.79

5 王平镇 安家庄村 98.76 15 王平镇 西落坡村 97.79

6 清水镇 江水河村 98.65 16 军庄镇 西杨坨村 97.49

7 斋堂镇 白虎头村 98.65 17 王平镇 韭园村 97.49

8 王平镇 西王平村 98.39 18 斋堂镇 马栏村 97.45

9 清水镇 椴木沟村 98.31 19 清水镇 塔河村 97.45

10 潭柘寺镇 王坡村 98.13 20 雁翅镇 太子墓村 97.45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 村村村村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 村村村村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1 雁翅镇 芹峪村 92.49 11 妙峰山镇 斜河涧村 90.44

2 雁翅镇 高台村 92.38 12 斋堂镇 向阳口村 90.33

3 清水镇 艾峪村 92.32 13 雁翅镇 苇子水村 89.84

4 龙泉镇 赵家洼村 92.28 14 妙峰山镇 下苇甸村 89.13

5 妙峰山镇 樱桃沟村 92.02 15 斋堂镇 桑峪村 88.73

6 雁翅镇 淤白村 91.83 16 妙峰山镇 陈家庄村 87.68

7 清水镇 燕家台村 91.83 17 龙泉镇 龙泉务村 87.56

8 斋堂镇 西胡林村 91.57 18 龙泉镇 琉璃渠村 86.45

9 妙峰山镇 丁家滩村 90.99 19 龙泉镇 三家店村 85.8

10 雁翅镇 山神庙村 90.63 20 妙峰山镇 陇驾庄村 83.59

2022年第一季度范红雨入选“中国好人榜”

设立统一报修热线 快速解决供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