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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购物卡无法正常消费
查明原因追回金额终解决

我区第二届业余围棋联赛开赛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我区全民健身运动会重启

▲ 施工中

管道堵塞关闭水闸 疏通管道化解矛盾

垃圾分类检查排名月情况通报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4月 10
日，我区 2021 年全民健身运动会
健身项目比赛在区体育馆开幕，
来自全区各镇街委办局的56支代
表队参加比赛。

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表演
队轮番登场，参赛队员身着整齐
的队服，表演广播操、少儿武术、

秧歌等节目，展示出大家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赢得了观众的热
烈掌声。

据了解，区体育局将继续谋
划全民健身发展目标，开展形式
多样、百姓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
活动，进一步夯实群众体育基础，
满足群众健身需要。

本报讯（记者 刘鹏）近日，我
区举办第二届业余围棋联赛,
来自全区8支队伍的64名选手
参赛。

比赛以团体形式对弈，每队8
名选手，至少要有一名少年棋手
出战，采用单循环加淘汰赛的赛
制进行，为我区广大围棋爱好者
提供了相互切磋交流的平台。

一位参赛选手说：“通过这次
比赛，我认识了很多老师和棋艺
高超的选手，开阔了眼界，我要向
他们学习，提高自己的水平。”

区围棋协会会长郭立永说：
“这次比赛有职业棋手来参加，区
内和区外的高手聚集在一起，营
造了一种良好的学习围棋氛围，
让我区更多市民喜欢上围棋。”

近日，市民反映，自己有一张1000元的某超市购物卡，2月份
在超市购物时，工作人员告知可以将金额充值到App中方便消
费，工作人员协助操作后将购物卡回收，操作完成后，市民一直未
使用App进行消费。但是，市民在近期消费时却被告知购物卡已
过期，无法使用。市民认为购物卡设置不合理。

区商务局接诉后立即与投诉人进行沟通，了解详细情况及诉
求，并现场解决诉求问题。区商务局工作人员经过与反映人及超
市沟通了解后，不是购物卡过期，而是绑定App后卡内金额被盗
刷。

区商务局工作人员与门店负责人及反映人进行现场沟通协
调。经过与门店及超市总部客诉负责人反复沟通协调，超市最终
对该投诉进行了处理，目前卡内金额已经追回。反映人对处理结
果表示非常满意。

近日，城子街道三家店东街8号院
4号楼的居民反映，该楼2层有住户家
漏水，污水顺下水管道流至一层，一层
住户未提前与物业或社区沟通，私自

将自来水总闸关闭致使整栋楼停水，
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协调解决。

城子街道接诉后，新老宿舍社区
第一时间进行现场核查。三家店东街
8号院因管道年久失修跑冒滴漏现象
严重，2019年产权单位对4号楼上下
水管道进行了整体改造。但是，自今
年2月开始4号楼2层一住户家下水
管道多次出现堵塞情况，污水满冒造
成一层被淹，无奈之下一层住户将自
来水总闸门关闭，导致4号楼24户居
民全部停水。

为了尽快解决堵塞问题，化解邻
里纠纷，社区组织产权单位、物业公
司、原管道施工单位以及相关居民召
开协调会，商讨解决方案。由原施工
单位负责对堵塞问题进行排查，并进
行疏通及修复，社区配合做好居民工
作。经过2天的抢修，堵塞问题彻底解
决，全楼居民恢复了正常供水。市民
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一）检查范围
3月份，区垃圾分类指挥部专业检查队伍对全区13个镇街，50个社区、24个村开展了检查，共分为门城地区组（大峪街

道、城子街道、东辛房街道、龙泉镇、军庄镇、永定镇、潭柘寺镇）及农村地区组（妙峰山镇、王平镇、大台街道、雁翅镇、斋堂
镇、清水镇）。检查考核指标为：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生活垃圾减量率、设施达标率、居民自主投放率四项指标，分别占比
10%、10%、50%和30%。

（二）检查问题
3月，现场共检查点位1561处，发现问题411处，问题发生率为26.33%；主要问题为桶站公示牌不达标，站点周边脏乱，

站点垃圾满冒，设施脏污、破损，分类投放不准确，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大件和装修垃圾投放点设置不规范等。
（三）考核排名情况

表1：门城地区3月份综合得分及排名情况统计表

表2：农村地区3月份综合得分及排名情况统计表

区作家协会与雁翅镇
组织主题诗歌定向采风活动

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项目
斋堂特大桥工期任务已完成30%

本报讯（记者 马燊 杨铮）
斋堂特大桥是国道 109新线高速

公路项目中最长的一座桥梁。目

前，工程正在进行桥桩基础、下构

墩柱等施工作业，项目整体工期

任务已完成30%。

斋堂特大桥是国道 109新线

高速公路项目第八工区重点工

程。大桥右幅长 3055米，左幅长

3062米，起点位于斋堂镇火村，终

点位于斋堂镇西斋堂村，桥型为

预制小箱梁和现浇箱梁，桥梁采

用整幅与分幅交互设置，零号桥

台与西胡林隧道相接。

据了解，第八工区共有两个

建设项目，分别是斋堂特大桥和

西胡林隧道。目前，斋堂特大桥

桩基础及下部结构正在全面开工

建设，已完成 300根桩基、20个系

梁和 38根墩柱施工，西胡林隧道

洞身也已完成 120米开挖支护作

业，整体项目进展顺利。

第八工区副总工程师罗福应

说：“现在，斋堂特大桥的主要施

工是墩柱、系梁和盖梁的建设。

预计今年底，大桥下部结构和主

线的现浇梁将全面竣工，预计明

年 7 月左右，斋堂特大桥的桥面

系施工，基本达到沥青面层铺装

要求。”

本报讯（通讯员 曹原）4 月

10日，区作家协会组织诗歌创作

骨干17人到雁翅镇，开展建党百

年红色历史文化主题诗歌定向采

风活动。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田

庄、青白口、碣石3个村的红色历

史文化。

区作协采风团成员参观了京

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纪念馆、

崔显芳纪念馆、田庄地区烈士纪

念碑、红色遗迹“一元春”药铺等

地，深入历史现场，寻根红色初

心，激发创作灵感。此外，区作协

采风团一行还参观了古村落和精

品民宿，亲身感受到了红色党建带

动绿色发展的可喜成果，以及乡村

振兴带动百姓富裕的幸福生活。

区作协采风团成员纷纷表

示，此次采风感受颇深、收获颇

丰，将紧紧围绕红色文化历史，创

作一批有温度、有情怀、有感染力

的诗歌佳作，向建党百年献礼。

本报讯（记者 杨爽）进入 4
月，又到了杨柳飞絮的时节，每年
区园林绿化局都会积极组织各公
园管理处，为全区重点范围内的
杨柳树雌株注射抑制药剂，控制
飞絮产生。

记者在京浪岛文化体育公园
看到，随着气温持续回暖，甬道旁
一排高大的柳树已进入成熟期。
在种植柳树的土壤表面，满满覆
盖着一层从柳树上脱落下来的柔
夷花序，标志着柳树雌株的花序
日渐成熟，柳絮也开始形成。

为有效抑制柳絮产生，公园
管理处每年都会监督养护管理
公司，为园内近100棵杨柳树雌
株注射“抑花一号”药剂。养护管

理人员会根据每柱树木的胸径决
定用药剂量，并按照先打孔、再注
射的流程对杨柳树雌株进行打药
作业。

据区园林绿化局统计，今年我
区纳入监测范围内的杨柳树雌株
共计597棵。去年春季，区园林绿
化局对全区重点范围内的289棵
杨柳树雌株注射了抑制药剂，为
今年杨柳飞絮的治理打下基础。

据了解，今年门城地区杨柳
飞絮将从 4 月中旬持续到 5 月
初。特别提示广大市民，外出时
要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选择飞絮
较少的时段进行室外活动，严禁
用明火引燃飞絮以免引发事故，
注意消防安全。

注射抑制药剂 防治杨柳树飞絮

垃圾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我先行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东辛房街道“四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潭柘寺镇开启新一轮垃圾分类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蔡彬）4月，

潭柘寺镇开启新一轮垃圾分类宣

传动员活动。志愿者走进潭柘新

区，现场与市民进行互动游戏，倡

导绿色健康生活，引导居民家庭

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养成垃圾分类

的好习惯。

潭柘寺镇垃圾分类驿站正在

潭柘新区7号院建设，日前，完成了

主体建设结构安装。作为全镇第

一个垃圾分类驿站试点工程，该驿

站秉承“智慧社区·绿色分类”环保

理念，利用智能+科技的手段。同

时，垃圾分类驿站肩负社区群众垃

圾分类习惯养成的重担，将逐步承

接“撤桶”后小区院落全面垃圾收

运工作，实现集中投放。

据了解，垃圾分类驿站设置扫

码投放功能，智能识别垃圾物料。

市民正确投放后，就能产生相应的

垃圾分类积分，定期可用积分兑换

生活小奖品。同时，垃圾分类驿站

配套环保小屋、电视宣传、空调、水

暖等设施，能为过往居民提供歇脚

场所。

虽然垃圾分类驿站还未正式

投入运营，但吸引了百姓的目光，

大家纷纷来到这里参观，对投放

使用、积分兑换规则表现出极大

热情。

潭柘寺镇围绕“孩子带动家

庭、家庭带动社区、社区带动社会”

的理念，制定潭柘新区片区垃圾分

类宣传计划，发动社区居民、小朋

友参与垃圾分类互动游戏。

现场模拟分类卡片投放游

戏。小朋友们在家长的指导下，将

卡片上的“垃圾”正确投放至分类

垃圾桶后，兑换相应奖品。

南辛房村妇联组织开展“红色

引领 绿色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竞赛

活动，积极引导群众共同参与垃圾

分类，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和文

明风尚。

各村、社区干部积极参与“生

活垃圾分类21天习惯养成”打卡活

动，以习惯促行动，打造“魅力潭

柘”绿色风景线。此外，志愿者们

走进居民家中，张贴垃圾分类指

南，指导家庭完成“两桶一袋”分类

标准设置，动员参与“生活垃圾分

类21天习惯养成”打卡活动。

下一步，潭柘寺镇将持续开展

新一轮垃圾分类宣传工作，逐村、

逐社区、逐院开展互动活动，实现

宣传动员全覆盖。

本报讯 为深化垃圾分类理

念，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意识，连日

来，东辛房街道多措并举持续推进

垃圾分类工作。

东辛房街道将垃圾分类宣传

与社区党员志愿服务活动相结合，

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宣传指导

居民按照“四分法”正确投放垃

圾，宣讲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居民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加强源头管

控，同时劝导居民正确分类，合理

投放，互相监督，争做垃圾分类

时尚达人。

东辛房街道开展垃圾分类“大

手拉小手”活动，与大峪中学分校

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采用

PPT宣讲授课、图片展示、一对一

问答、发放宣传册等方式，向学生

普及分类知识，引导学生养成垃圾

分类习惯，达到教育一个学生、带

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目

的，推动全社会参与垃圾分类工

作。

商户门店是垃圾分类、环境卫

生治理的难点也是重点，东辛房街

道持续深入各商户宣传垃圾分类

知识、宣讲垃圾分类处罚的条例法

规，要求各商户在做好垃圾分类的

同时，积极引导消费者参与垃圾分

类，引领垃圾分类新时尚。

工地外来人员聚集、人员流量

大，居住场所及食堂极易产生垃

圾，东辛房街道走进

工地宣讲垃圾分类知

识，要求工地合理配

置垃圾桶，设置正规

垃圾场站，并督促工

地负责人正确指导民

工进行垃圾分类。

据了解，今年以来，东辛房街

道共走进9个社区、7所学校、55家

商户，开展宣传200余次，发放各类

宣传品400余份，持续推进垃圾分

类工作。

东辛房街道/供稿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属地属地属地属地 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 月排名月排名月排名月排名 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 生活垃圾减量率生活垃圾减量率生活垃圾减量率生活垃圾减量率 设施达标总得分设施达标总得分设施达标总得分设施达标总得分 居民自主投放居民自主投放居民自主投放居民自主投放

1 大台街道 99.81 1 10 10 49.81 30

2 清水镇 97.5 2 10 10 47.5 30

3 斋堂镇 96.62 3 10 10 46.62 30

4 妙峰山镇 96.31 4 10 10 46.31 30

5 王平镇 90.88 5 10 10 40.88 30

6 雁翅镇 85.29 6 10 10 35.29 30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属地属地属地属地 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综合得分 月排名月排名月排名月排名 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 生活垃圾减量率生活垃圾减量率生活垃圾减量率生活垃圾减量率 设施达标总得分设施达标总得分设施达标总得分设施达标总得分 居民自主投放居民自主投放居民自主投放居民自主投放

1 潭柘寺镇 93.66 1 10 10 47.95 25.71

2 军庄镇 90.88 2 10 10 46.26 24.62

3 城子街道 88.47 3 10 10 42.83 25.64

4 东辛房街道 87.16 4 10 10 42.23 24.93

5 龙泉镇 84.44 5 10 10 39.77 24.68

6 永定镇 83.35 6 10 10 40.59 22.75

7 大峪街道 81.63 7 10 10 37.57 2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