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属地属地属地属地 社区社区社区社区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

1 永定镇 云翔嘉苑 100 1

2 城子街道 龙门新区四区 100 1

3 大台街道 黄土台社区 100 1

4 大峪街道 双峪社区 100 1

5 永定镇 欣六园社区 99.5 2

6 大台街道 木城涧社区 99.5 3

7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一区 99 4

8 城子街道 龙门新区一区 99 4

9 潭柘寺镇 潭墅苑 99 4

10 龙泉镇 大峪花园 99 4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属地属地属地属地 村居村居村居村居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

1 雁翅镇 黄土贵村 100 1

2 军庄镇 东杨坨 100 1

3 斋堂镇 西胡林村 100 1

4 妙峰山镇 陇架庄 99.5 2

5 龙泉镇 西辛房村 99.5 3

6 妙峰山镇 樱桃沟村 99.5 3

7 雁翅镇 碣石村 99 4

8 斋堂镇 白虎头村 99 4

9 清水镇 李家庄村 99 4

10 清水镇 台上村 99 4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属地属地属地属地 社区社区社区社区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 主要扣分问题主要扣分问题主要扣分问题主要扣分问题

1 龙泉镇 梨园社区 97 44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2 大台街道 玉皇庙社区 97 45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3 城子街道 龙门新区六区 96.5 46 站点垃圾满冒、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

4 城子街道 龙门新区五区 96.5 47 站点周边堆物堆料、设施破损

5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二区 96.5 48 站点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站点周边脏乱

6 城子街道 七棵树西街社区 96 49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7 东辛房街道 滑石道社区 96 50
大类分流站点未正确公示、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设施破
损

8 大峪街道 桃园社区 96 51 容器标识不规范、公示牌未填写信息

9 军庄镇 惠通新苑社区 96 52 容器标识不规范、大类分流站点无围挡

10 军庄镇 杨坨社区 94 53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堆物堆料环境脏乱、无大
类分流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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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监管局
拉练式检查助力“创城”

垃圾不落地垃圾不落地 定时定点上门收集定时定点上门收集

王平镇开启生活垃圾分类新模式王平镇开启生活垃圾分类新模式

垃圾分类检查排名情况通报
表1：社区组周评比前10名统计表

表2：社区组周评比后10名统计表

表3：村居组周评比前10名统计表（一）检查范围
6月29日至7月3日，共对13个属地单位所辖的共53个社区、48个村

实施检查。主要检查分类设施的设置和标准化、分类设施运行维护情况、分
类效果、大类分流情况、站点周边环境卫生、分类收运情况以及公示宣传情
况共7类22项指标。

（二）检查问题
现场共检查 760 处点位，发现 7 类问题共计 230 处，问题发生率

30.26%，其中：53个社区共130处问题，48个村共100处问题。主要问题为
分类容器设施的设置和容器标识不规范、未正确分类投放、厨余垃圾分类不
纯净以及站点周边堆物堆料和环境卫生脏乱等，占问题总量的78.26%。

根据“创城”擂台赛最新要

求，区市场监管局结合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形势，聚焦有形市场防

疫、限塑、消防等薄弱环节，联合

区消防支队对农贸市场“创城”

工作开展检查，并着重对消防设

施进行全面梳理。

执法人员对市场防疫工作

进行了针对性检查：查看入口体

温监测情况，指导推广使用健康

宝3.0系统，完成无纸笔信息登

记，查阅内部人员核酸检测、居

家隔离及每日体温记录，实地查

看经营场所消毒操作和记录

等。随后，在蔬菜大厅检查了商

户使用塑料袋是否符合国家标

准，交易过程中是否有偿提供给

消费者。最后，执法人员对市场

的消防设备进行了全覆盖检查。

检查显示，有形市场整体状

况良好，消防器材相对完备，未

出现相关问题。另外，按照“创

城”工作要求，执法人员及时对市

场做出行政指导，指导市场经营

者按照要求落实好“创城”工作。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

今年3月，区科信局在潭柘寺镇

桑峪村和南辛房村实施米拉洋

芋引种栽培示范项目。目前，米

拉洋芋进入收获季，农产品的销

售将为当地贫困示范种植户带

来一笔收入。

米拉洋芋种植是湖北省恩

施地区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区

科信局从今年3月引种栽培，结

合我区实际情况，安排专业技术

人员从整地起垄、播种栽植、破

膜出苗、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控

等管理环节，帮助示范种植户培

育生长出成熟果实。

区科信局技术人员苏本营

说：“米拉洋芋个头只有鸡蛋大

小，皮薄肉嫩，口感独特、美味，

吃法也比较多，营养价值和淀粉

含量是普通土豆的两倍。”

目前，米拉洋芋生长优良，

出苗率达到了95%以上，已进入

块茎膨大和营养物质积累期，2

周后可上市。据工作人员统计，

预计今年丰收总产量在15万斤

以上。

为打造特色富硒洋芋产品，

区科信局还联合中国农业大学

富硒农业技术研究团队，引进富

硒产品和技术，应用到栽培过程

中，生产出富硒的抗癌优质农产

品，有效提升了洋芋品质，增加

了农产品的附加值。

区科信局副局长高同雨说：

“下一步，我们将联系相关企业，

采取分级销售模式。同时，设计

一部分带有我区‘灵山绿产’特

色的品牌精品包装，提升低收入

村的亩均销量，提升我区低收入

村脱贫攻坚战的效果。”

米拉洋芋为我区低收入户
带来增收希望

东辛房街道掀起“创城”攻坚新高潮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坚持两个导向坚持两个导向 实施三项举措实施三项举措

表4：村居组周评比后10名统计表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 谭庆雯）“创城”百日攻
坚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东辛房街道结合辖区实际
情况，坚持两个导向，实施三项举措，及时做好

“创城”“督查改”等整改落实工作，在全街道再次
掀起“创城”攻坚高潮，全面推进“创城”工作。

东辛房街道以坚持“创城”目标为导向，在
“督办”上发力。及时约谈在“创城”擂台赛中排
名靠后的3个社区和物业公司负责人，提高机关
及社区干部对“创城”工作思想认识，以督查促整
改、以督查促落实。累计开展专项监督检查14
次，提醒约谈社区干部23人次，确保“创城”各项
工作有人抓，发现问题有人管。

以问题为导向，寻根溯源、堵塞漏洞。街道
包社区科室人员每天深入社区检查垃圾分类、楼
道堆物堆料、小区地面破损和绿地裸露等突出问
题，成立“创城”社区工作检查组和环境秩序检查
组，每天不定期督促检查社区整改情况，督促社
区做好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等综合整治，及时发
现不足和问题，及早谋划及早堵塞漏洞。目前，
共出动人员600余人次，出动执法车辆60余次，
规范劝离无证无照经营行为8起，行政告诫6起，
处罚2起处罚金额200元。处罚施工工地周边
100米内存在遗撒行为1起处罚金额10000元，
处罚生活垃圾分类不规范4起，其中处罚个人2
起250元，处罚个体工商户1起1000元。

面对“创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街道积极应
对，在整改上发力，做到真抓实干切实行动。着
重在“查问题、补短板、抓整改”上下功夫。

一是抓好居民参与，提高“创城”知晓率。通
过横幅标语、电子屏、微信群、党课、居民代表会、
播放“创城”音频材料等形式，开展“创城”、垃圾
分类、文明行为促进、普法教育等宣传，并发动在
职党员、“门头沟热心人”等志愿者力量，对不文
明行为、垃圾分类等进行引导。目前，共开展各
类宣传活动380余次，覆盖面3万余人次。

二是抓好台账清理，提高问题整改率。与10
个社区签订“创城”主体责任清单，纳入到考核评
比内容，作为社区年终考评的重要依据。以上账
的环境问题为重点，限时整改。联合物业，发动
党员、志愿者等力量开展清理整治行动，并主动

“吹哨”相关执法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加大楼门
长巡查、社区自查、街道检查督查等频次，共开展
专项检查440余人次。截至7月7日，共上账问
题2325个，已整改2107个，整改率90.62%。

三是抓好环境提升，降低问题发生率。结合
“创城”指标体系制作“创城”社区检查表，指导社
区主动查找薄弱环节。督促物业完善小区内消
防设施检查记录316项，增设辖区政务服务中心
无障碍坡道设施1处。协调区相关部门向居民开
放石门营二区和四区的地下车库，并在石门营一
区及矿建街社区规范划线，共增加停车位1620
个。对辖区内的裸露地面和绿地缺株死株情况
进行补植，共补植月季花和马莲125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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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一项重点任务。王平
镇作为北京市率先开展生活垃圾源
头分类镇和我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镇，现已形成了“垃圾不落地，定时
定点上门收集”的王平模式，农村人
居环境显著改善。

自2018年示范片区创建以来，
王平镇已形成“一个目标、两个全覆
盖、三方努力、四个环节”的垃圾分
类工作模式。一个目标，指的是完
成国家级农村垃圾分类示范点创
建，保证全镇垃圾分类的高水平运
行。两个全覆盖，指的是全镇域内
各类组织、个人垃圾分类全覆盖，垃
圾分类基本类别与分类投放运输处
理系统全覆盖。三方努力，指的是
形成政府引导监督、公司运营服务、
村民全员参与的三方努力运行机
制，协力推动垃圾分类工作高标准
运行。四个环节，指的是户分类、村
收集、镇运输、区镇共同处理四个环

节，形成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的闭环
流程。

王平镇每户配备3个垃圾桶，
分别投放厨余、灰土、其他垃圾。垃
圾分类保洁员用电动三轮车采取走
街串巷的形式进行收集并将收集的
各类垃圾运送至村内的垃圾暂存
区，灰土垃圾不出村就地掩埋。其
他垃圾由第三方公司利用压缩车转
运至密闭式清洁站，日产日清；厨余
垃圾由第三方公司每日收集后转运
至镇内厨余垃圾处理中心。其它垃
圾由区环卫中心转运统一处理；厨
余垃圾就地无害化处理；再生资源
由物资回收公司定期回收；有害垃
圾由有资质的物资回收公司定期集
中清运处理。

王平镇垃圾分类经验是政府主
导，保障垃圾分类工作高效运行。
层层动员部署，压实垃圾分类工作
责任。广泛宣传发动，让垃圾分类
理念深入人心。建立完善工作流

程，保证日常产生的各品类垃圾均
有收集与处理出口。建立检查、监
督、考核三项机制，保障垃圾分类工
作有序推进。建立智能监测体系，
以东马各庄村为试点，整合大数据、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建立
王平智能大数据分析中心，汇集实
时垃圾投递数据实现全流程动态监
测。

第三方实施，保障垃圾分类工
作长效运行。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
务的模式，聘请专业第三方公司负
责厨余垃圾清运与处理、其他垃圾
清运工作，保证转运环节分类规范
化管理。结合美丽乡村人居环境建
设，积极探索农村物业化管护模式，
将垃圾分类纳入物
业化规范管理，激发
社会管理的活力。

村民自治，保障
垃圾分类工作实效
运行。建立激励机

制。实施垃圾分类合格户换小票、
换积分，白色污染物有偿回收等奖
励形式，小票或积分定期可以兑换
卫生纸、洗涤剂、食用盐等多种日用
品，不断提高村民的主动性和参与
度。建立引导机制。将垃圾分类纳
入村规民约相关制度，引导教育村
民实施垃圾分类，倡导节能环保的
社会新风尚。

我区作为北京市生态涵养区，
作为农村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
范区试点区之一，正在不断探索垃
圾分类的经验做法，为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王平镇、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文明农村人居环境

姚宝良姚宝良//摄摄

杨铮杨铮//摄摄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属地属地属地属地 村居村居村居村居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 主要扣分问题主要扣分问题主要扣分问题主要扣分问题

1 妙峰山镇 桃园村 98 39 站点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站点周边堆物堆料

2 清水镇 上清水村 97.5 40 垃圾未投放至分类收集站点、设施破损

3 龙泉镇 琉璃渠村 97.5 41
站点分类容器标识不规范、大类分流站点未正确
公示

4 清水镇 梁家庄村 97 42 垃圾未投放至分类收集站点

5 斋堂镇 军响村 97 43
站点公示栏未填写相关信息；垃圾未投放至分类

收集站点

6 龙泉镇 龙泉务村 96 44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7 斋堂镇 灵水村 96 45 垃圾未投放至分类收集站点；垃圾满冒

8 斋堂镇 桑峪村 96 46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周边堆物堆料

9 妙峰山镇 涧沟村 96 47 站点周边堆物堆料、存在不规范零散垃圾桶

10 龙泉镇 中门寺村 95 48
站点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站点垃圾满冒、站点
公示栏未填写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