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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住建委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百花山管理处
加强检查守护森林安全

王平镇：多举措打通老年人
新冠疫苗接种“最后一公里”

2022年 12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结果通报
表 1：2022年 12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前 20名统计表 表 2：2022年 12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后 20名统计表

新华时评：踔厉奋发推动经济稳步回升

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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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月 29日电（记

者 于佳欣）一年之计在于春。刚

刚过去的兔年春节假期，餐饮业

生意红火、景区人潮涌动、商圈人

气爆棚，新春消费新气象成为经

济回暖的生动写照。开春之际，

我们需巩固这一态势，乘势而上，

踔厉奋发，推动经济稳步回升，实

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消费复苏势头如何，数据最

有说服力。春节期间，国内旅游

出游3.08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

收入 3758.43 亿元、同比增长

30%；全国揽投快递包裹量超 7

亿件，较 2019 年同期增长近 2

倍；春节假期前6天，全国多人堂

食订单量同比增长超5成；春节

档电影票房取得影史春节档第二

的亮眼成绩……一个个跃动的数

据，彰显着中国消费的活力与潜

力，也释放出经济复苏回升的积

极信号。

中国春节烟火气的回归和忙

碌劲也让世界感受到信心与暖

意。“我们怀着满满的爱等待中国

游客！”从国外旅游从业者口中，

能真切感受到中国出境游恢复带

给他们的欣喜。英国《金融时报》

网站发文指出，这种需求释放预

期支撑着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

美国《巴伦周刊》网站称，中国经

济复苏将溢出到一系列全球企业

和新兴市场，形成足以吸引投资

者的势头。

春节消费是观察全年经济走

势的一扇重要窗口。不断向好的

发展数据，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

韧性与潜力，体现了经济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消费走热，为全年发展

开了好头、起了好步，成为提振经

济发展信心的催化剂。当前，国际

环境仍在复杂演变，经济恢复基础

还不牢固，稳住经济回升势头，更

需我们把握机遇，干在实处。

推动经济稳步回升，需要“拼”

的精神、“闯”的劲头、“实”的干劲。

开工首日，各地吹响实干冲锋号：

相关部门纷纷召开会议，对新一年

稳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部

署；一批重大项目签约开工，重大

工程开足马力；多地政企组团节后

再出发，赴海外招商引资拓商机；

许多企业春节顾不上休息，车间一

直未停工，走在拼经济最前线；多

地政府部门负责人一开年就赴企

业走访调研，将惠企政策落到实

处……大江南北，热火朝天，在加

速奔跑中抢占先机。

推动经济稳步回升，需要政

企共同努力，各方形成合力。去

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

在优先位置。春节后首个工作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要

求乘势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成为

经济主拉动力。各地要加快落

实中央关于稳经济的系列举措，

确保不折不扣落地生根；聚焦自

身特色优势，加快补短板、锻长

板，因地制宜谋发展；帮助企业

解决生产经营难题，为包括民营

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各类市场主体也要将

敢闯敢拼的劲头保持下去，在主动

作为中收获新商机、拓展新天地。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只要

抓住契机，铆足干劲，踔厉奋发，

就一定能把潜在优势转化为实实在

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成果，持

续巩固和拓展经济运行回升势头。

本报综合报道 春节期间，我

区各单位采取多项有效措施，做

好安全服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

百姓平安过节。

守护假期出行
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对重点

景区及周边道路加大疏导力度，

全力营造安全、和谐、畅通、有序

的道路交通环境。

针对潭戒景区重点时段游客

集中的情况，区公安分局交通支

队调整警力加强疏导，并采取定

点疏导和路面巡逻相结合的方

法，预防拥堵及事故发生。为方

便游客安全便捷到达景区，区公

安分局交通支队协调公交集团，

在临时停车场至景区之间道路上

开通了公交摆渡专线，为群众营

造良好的交通出行环境。

据了解，潭柘寺景区停车

场现有停车位约 600 个，景区

周边村落有临时停车场停车位

300余个，在潭柘寺环岛南侧开

辟临时免费停车场停车位1000

余个。

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勤务指

挥科科长闫伟提醒：“请广大驾驶

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服从交警

指挥，安全文明出行，营造良好交

通环境。”

为保障山区公交行业安全和

人民群众平安出行，区交通局联

合市公交集团客八分公司第7车

队安服部，对斋堂公交场站进行

夜间突击检查。

执法人员对斋堂公交场站的

整体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检查住

班人员是否饮酒、住班人员生活

保障情况、宿舍室内用电安全、场

站、车辆环境卫生、可燃物清理情

况及消防、应急、安保器材配备

等情况。通过查资料、看现场、问

情况等方式，督促企业抓好节日

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好主体

责任。

检查人员严把关口，切实传

递安全生产压力，督促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求，营造文

明、温馨、安全、和谐的出行环境，

全力保障全区交通运输安全形势

持续稳定、百姓出行安全畅通。

营造良好环境
连日来，区消防救援支队重

点排查商超、楼宇等人员密集场

所消防安全隐患，全面筑牢消防

安全防火墙。

检查人员来到北京长安天

街商场，重点对超市和餐饮单

位的消防器材设施配备、安全

出口畅通、消防管理制度落实

等情况进行详细检查。要求相

关负责人切实做好日常防火巡

查，时刻绷紧安全弦，增加节日

期间检查频次，强化应急值守

值班和员工消防安全教育，落

实火灾隐患自查自纠责任制，

为广大市民欢度春节创造安全

有序的社会环境。

此外，区消防救援支队还联

合各镇街、区环卫中心等单位对

室外空地、街边绿化等区域开展

湿化作业，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全

力防范火灾事故的发生。

区市场监管局充分发挥综合

执法机制优势，聚焦食品药品、

特种设备、保供稳价等重点领

域，持续开展综合安全检查，为

辖区群众营造安全放心的市场

消费环境。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先后到双

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稻香村双

峪店、物美超市长安天街店，以米

面粮油、肉制品、水产品、糕点等

节日期间的大宗消费食品为重

点，详细检查各经营主体索证索

票制度落实、产品质量监管、明码

标价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

情况，并对节日商品的包装层数、

空隙率等进行了检查，要求各经

营商户规范经营、诚信经营，严禁

出现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

春节期间是垃圾生产的高峰

期，为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区

环卫中心组建春节期间应急突击

队，扎实做好收集、转运等业务工

作，确保市民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

度过新春佳节。

春节期间，千余名环卫作业

人员坚守在岗位上，负责全区

182条主次干道清扫保洁，228座

公厕保洁，所属 21 座垃圾楼和

136个居民小区的生活垃圾日产

日清等工作。

1月21日至1月27日，“三大

作业”累计出动10199人次、2107

车次，确保我区442.34万平方米

道路洁净，2000余吨生活垃圾日

产日清不积存。

畅通线上消费
记者从区商务局获悉，今年

全区快递外卖行业继续坚持

“春节不打烊”，近千名快递外

卖从业人员坚守岗位，为辖区

百姓提供更迅速、安全、便捷的

物流服务。

为满足辖区居民节日期间

网购、寄快递需求，快递外卖行业

在区商务局的大力支持下，按照

“不打烊、不休网、不积压”的要

求，采取发放补贴、错峰调休、提

供防疫物资等措施，科学安排生

产运营，全力保障春节期间快递

物流服务畅通。

春节期间，网络采购年货持

续升温，我区各电商平台多渠道

备足货源，大米、蔬菜、生鲜等食

品供应充足，满足了消费者足不

出户的购买需求。

记者在位于中门寺地区的叮

咚买菜站点看到，各类生活必需

品一应俱全、货品充足，粮油肉蛋

奶等生活必需品摆满货架，价格

平稳。

门头沟区叮咚买菜区域经理

郑圣存说：“春节期间，公司备货

量是平时的两倍左右，所有人员

留京，保证供应。”

暖心救助服务
春节期间，区接济救助事务

中心始终坚持24小时提供接待

服务，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随时为

流浪乞讨和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救

助服务，保障他们平安过冬，温暖

过年。

自农历大年三十起，工作人

员每日带足热水、食物和保暖衣

物，沿新桥大街、双峪路、大峪南

路、葡山路等主要大街，以及地铁

S1线沿线地铁口、三家店和圈门

附近废弃房屋、桥梁涵洞、早市周

边等易有人员露宿的重点点位细

致排查。

对于有返乡需求的受助人

员，中心以提供当天买票送站的

方式，帮助他们尽早与家人团

聚。对于暂时无法回家的求助

人员，中心也准备了荤素搭配的

节日餐和温暖、整洁的房间，房

间内空调、暖气、床上用品等一

应俱全。此外，还提供理发、换

衣、心理疏导等周到的救助服

务，只为让这些漂泊在外的人感

受到实实在在的关心和温暖，过

上一个舒心年。

区接济救助事务中心严格

落 实 24 小 时 值 班 制 度 ，每 2

小时对食堂、锅炉房、仓库、受

助人员生活区、电动车停放点等

重点点位进行一次安全巡视检

查，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同

时，加强内部环境消杀力度，每日

消杀不少于两次，并严格做好接

待受助人员时的个人防护工作，

确保大家度过一个安宁祥和的

春节。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日，区

住建委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邀请区

委党校老师为全体党员干部作专题

辅导讲座。领导班子成员现场学

习，110余名党员干部线上学习。

区委党校老师以“红色起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始末和伟大建

党精神”为主题，从觉醒、选择、孕

育、诞生、凝结五个方面讲述了中国

共产党成立的时代背景、为什么选

择马克思主义、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以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脉络和

进程，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红色基因，以

及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内涵和时代

价值，既系统详尽，又接地气，让党

员干部深受教育和启发。

大家一致认为，通过聆听授课，

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和

伟大建党精神的认识与了解，纷纷

表示，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信心和

前进力量，不断将学习成果转化为

实干为民、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的能力和水平，以昂扬姿态推动住

建领域工作迈上新台阶，为“绿水青

山门头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王润广）为做好

森林防火工作，压实森林防火责任，

确保保护区安全形势平稳有序，近日，

百花山管理处开展森林防火检查。

检查组要求，各管理站务必要

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从严从实从

细抓好各项管控措施落实，确保森

林防火安全。严格落实领导带班

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坚决杜绝脱

岗、漏岗现象。各管理站要加强野

外火源管控和重点地区检查巡查，

严防火种上山入林。做好防火机

具、车辆的日常保养与检修，配足备

齐各类防火物资，确保各类基础设

施正常可用。

下一步，百花山管理处将持续开

展隐患排查工作，加强森林防火宣传

教育，确保2023年防火期平稳度过。

本报讯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

化调整，王平镇不断优化服务保障

措施，重点摸排60岁及以上老年人

新冠疫苗接种情况，通过成立攻坚

专班、全面发动宣传、落实便民服务

等措施打通老年人疫苗接种“最后

一公里”。

王平镇由主要领导牵头，包村

居机关干部和村“两委”组成疫苗接

种攻坚专班，采取包片制，集中力量

攻坚未接种老年人群，专班人员深

入各村居逐人逐户筛查，保障村民

的生命健康安全。

充分利用村居宣传栏、“魅力王

平”微信公众号、村居微信群、网格

长等方式加强宣传，引导老年人主

动接种疫苗，有效降低感染后的重

症和死亡风险。同时，结合入户慰

问、上门送药、上门送春联、物业服

务、代办事项等活动，入户宣传老年

人接种疫苗的安全性和必要性，并

制作爱心联系卡，注明区急危重症

救助电话、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范围、

人员信息、联系方式等，打消老年人

的接种顾虑。

根据重点人群台账，每个网格

长都对网格内的重点人群十分关

注，每日电话询问需求，了解身体情

况。王平医院和色树坟卫生院，对

重点人群开展“线上+线下”全方位

的科学精准评估，针对年老体弱、行

动不便等特殊人群，开展车接车送，

提供免费体检、量血压等服务，实现

应接尽接。同时，设立接种疫苗流

动工作组，专人全程为接种人员提

供零距离服务，让接种疫苗的群众

更加暖心、舒心、放心。

王平镇/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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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镇 张家铺村 98.05

2 王平镇 东王平村 98.73 12 清水镇 椴木沟村 98.05

3 斋堂镇 沿河口村 98.69 13 雁翅镇 高台村 97.98

4 斋堂镇 王龙口村 98.69 14 潭柘寺镇 赵家台村 97.83

5 王平镇 南涧村 98.65 15 雁翅镇 杨村 97.81

6 王平镇 东马各庄村 98.43 16 斋堂镇 沿河城村 97.79

7 王平镇 桥耳涧村 98.39 17 雁翅镇 青白口村 97.75

8 斋堂镇 东胡林村 98.15 18 斋堂镇 杨家峪村 97.75

9 雁翅镇 跃进村 98.05 19 斋堂镇 白虎头村 97.75

10 斋堂镇 牛战村 98.05 20 妙峰山镇 桃园村 9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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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镇 齐家庄村 93.78 11 雁翅镇 付家台村 92.55

2 军庄镇 孟悟村 93.76 12 妙峰山镇 南庄村 92.33

3 雁翅镇 马套村 93.65 13 斋堂镇 西斋堂村 91.25

4 斋堂镇 东斋堂村 93.59 14 妙峰山镇 水峪嘴村 91.14

5 妙峰山镇 斜河涧村 93.43 15 妙峰山镇 陈家庄村 90.82

6 斋堂镇 灵水村 92.97 16 妙峰山镇 丁家滩村 88.74

7 斋堂镇 杨家村 92.94 17 龙泉镇 龙泉务村 87.28

8 雁翅镇 淤白村 92.91 18 龙泉镇 琉璃渠村 86.62

9 潭柘寺镇 南辛房村 92.76 19 妙峰山镇 陇驾庄村 79.77

10 雁翅镇 大村 92.61 20 龙泉镇 三家店村 78.77

服务不打烊 这个春节平安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