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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峪社区实施车辆自我管理措施

妙峰山镇“接诉即办”有高招

清水镇举办首农食品惠民大集

1、矿建街 268号院 6号楼前建筑垃圾未按
指定地点存放。

5、中门家园3号楼东侧建筑垃圾无人清理。

良言/摄

4、新桥南大街20号楼2单元门前堆放建筑
垃圾。

2、龙门五区 1号楼一单元门前堆放建筑垃
圾。

妙峰山民族学校师生为学生献爱心

6、惠润家园七地块 2号楼一单元门前建筑
垃圾未及时清运。

居民意外受伤 社区干部及时救助

3、龙门新区二区 9号楼前建筑垃圾未按指
定地点存放。

三家店小学举办“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民族精神”读书会

本报讯（通讯员 段蓓）“这个杆
一落下，以后下班回来不用再为没地
停车发愁了。”3月25日一大早，家住
双峪路15楼的张先生就通过使用电
子遥控器抬起撂杆出门上班去了。
从3月25日开始，双峪社区开始试运
行车辆自我管理措施，缓解社区内居
民停车难问题。

“停车难”困扰居民多年
双峪社区紧邻双峪菜市场，居民

车辆、市场车辆、购物车辆使得社区
内的停车位异常紧张，再加上非本小

区车辆长期占据小区车位，导致小区
内停车难、乱停车现象非常严重，给
社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为此
居民多次与居委会沟通，要求采取措
施解决居民难题。

召开议事协商会
协商解决“难题”

为了解决居民停车难的问题，
社区借助“惠民议事协商会”前后3
次召集居民代表及车主召开议事协
商会议，商讨社区车辆自我管理问
题。在会上，车主们积极献策，针对

社区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
议。召开两次居民代表会议，通过
了《双峪社区居民停车自治管理暂
行规定》。与此同时，还利用各种会
议、电子显示屏及公众号向居民及
车主发布通知，尽快到居委会登记
车牌；积极与设计公司联系，设计车
牌及制作电子遥控器。截至3月31
日，社区共发放车牌及遥控器 650
余个。

志愿者担任车辆“管理员”
车辆管理试运行开始实施后，本

社区车主只需通过电子遥控器自己
控制撂杆的升降进出社区；对于外来
车辆及“特殊”车辆，将由社区志愿
者进行初步把关，控制车辆的进出秩
序。

截至目前，车辆自我管理措施已
经试运行这几天，社区内车辆停放井
然有序，车辆无处停放的问题得到了
一定的缓解。后期，该社区将成立

“车辆管理联盟委员会”，充分发挥自
治组织的作用，将车辆自我管理形成
长期的管理和督促机制。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由首
都文明办联合北京市戏曲艺术职业
学院组织开展的“中华美德故事汇”
巡演走进我区。北京市戏曲艺术职
业学院的师生们通过皮影、评书、鼓
韵等艺术形式，为东辛房小学及龙
泉小学的师生们带来了两场精彩的
文艺演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张向东教授亲临现
场，为孩子们讲授了皮影戏的奥秘。

记者了解到，“中华美德故事
汇”巡演是根据《中华美德故事》丛
书组织创作改编，集中体现爱国奉
献、助人为乐、敬业守法、爱护环境、
孝悌礼让、英勇斗争等优良中华美
德。

此次演出以多种艺术形式生动
再现了《狼牙山五壮士》《我的好妈
妈》《汉子》等感人故事，以艺术传承
美德，为我区创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先进区，加强未成年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创新载体。

东辛房小学的学生说：“我今天
是第一次现场看皮影戏，觉得特别神

奇、特别有意思，《狼牙山五壮士》的
故事也让我学会了要更加勇敢、爱
国。”

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巡
演活动以不断丰富未成年人的精神
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为
目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引导未成
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本报讯（记者 李倩）今年1月，
妙峰山民族学校的学生王亚辉被
确诊为左股骨骨肉瘤（骨癌），这一
噩耗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再受重
创。同校师生听闻，纷纷自发为王
亚辉捐款治病。

连日来，全体师生在学校党支
部、工会、团委的倡议下，组织了爱
心捐款活动。活动得到了广大师
生的响应，中小学师生及幼儿园师
生向王亚辉同学捐款30771元，由
校长带领部分老师前往王亚辉家看
望孩子及其家人，并送去师生们的
捐款和美好祝愿。

在王亚辉家中，班主任老师将
同学们带来的爱心卡转交给王亚
辉，王亚辉也将自己亲手写的信件
交到老师手中，温馨的场面感动着
每一个人。王亚辉的家人眼眶湿润，
在接受采访时，王亚辉母亲几次落
泪，泣不成声，她对学校及社会各界
的关心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也会
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孩子渡过难关。

学校相关负责人说，“通过这
次活动，不仅将爱心传递给王亚辉
同学，更让师生充分地懂得了奉献
才是生命中最可贵的情感，只有懂
得关爱他人才能真正关爱自己。
希望全校师生共同坚守‘博爱在妙
峰’的初心。”

记者看到，3万多元的捐款中
有许多一元、五元的零钱，甚至还
有许多钢镚儿，学校老师告诉记
者，“这是孩子们把自己的零花钱
捐进来了，有的甚至抱着存钱罐来
捐款，当场摔碎‘小金猪’，把里面
所有的钱全部放进捐款箱，令人感
动不已。”

王亚辉的同学告诉记者：“拥
有健康和快乐是每个人的梦想，当
我们大声欢笑、开心玩闹的时候，
王亚辉正在与病魔进行殊死搏斗，
承受着骨肉瘤（骨癌）所带来的痛
苦和煎熬。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我们坚信：有爱就有奇迹，期盼
王亚辉同学早日康复。”

本报讯（通讯员 代楠）3月
28日，首农食品集团联合清水
镇于上清水文化广场举办了首
次“首农食品惠民大集”。大集
以“品味首农食品，共享美好生
活”为主题，将百余种优质副食
品在清水镇集中展卖。

本次大集是首农食品集团
落实市委“六个一批”帮扶政策，
发挥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对口
深山区精准帮扶的一项重要举
措。“首农食品惠民大集”保留了
乡村大集的基本形式，汇集了首
农食品集团旗下16家品牌超百
种的优质产品，统一供货渠道，
免去中间环节，将物美价廉的首

农食品送到深山区百姓的家门
口，树立了乡村集市的新风尚。

清水镇以前在齐家庄有一
个集市，集虽然不大，品类还算
齐全，但集市中产品的质量良莠
不齐，环境卫生也成了问题，最
终还是被取消了。

首农食品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后首农食品集团将总结

“惠民大集”经验，继续利用企业
优势，深入探索“产品扶贫”“消
费扶贫”的新模式，将“惠民大
集”长期开展下去，提高山区百
姓的生活品质，将帮扶落到实
处，切实增加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本报讯（通讯员 赵菁）自从
“接诉即办”下沉到镇街后，妙峰
山镇陇驾庄大集成为该镇投诉
焦点，主要问题为交通拥堵、环
境卫生差等。针对这一情况，该
镇高度重视，主动作为召开陇驾
庄大集环境秩序问题议事会，近
日反映大集市民热线来电明显
减少。

为做好“接诉即办”工作，该
镇制定了《妙峰山镇对<市民热
线反映>通报问题“接诉即办”的
工作方案》、修订了《妙峰山镇为
民服务信息平台处置回复流程
(试行)》，成立“接诉即办”工作
组，确定专人负责督办；非工作

日采用首问负责制，确保工作落
实到位。召开全镇专题推进会、
值班科长培训会、各值班班组培
训会，同时按案件反映的民生、
环境等各领域问题召开培训会，
切实落实随时接件、随时办理、
随时反馈。还到龙泉镇学习工
作经验，优化流程。

此外，建立议事会制度，针
对共性、历史遗留问题专题研
究。建立督办机制，针对连续两
周完成率低的科室负责人进行
约谈。建立信息通报制度，编撰
刊发《妙峰山镇市民热线反映》
周报，及时通报各科室案件办理
情况，已刊发9期、月报3期。

本报讯（通讯员 李琳）近
日，大峪街道向阳社区5号楼一
居民头部意外受伤，血流不止。
社区干部闻讯第一时间取急救
箱到现场，对居民的伤口进行了
简单的包扎并拨打999，期间几
名社区干部一边与居民聊天，缓
解他的心理压力，一边联系其家
人。

10分钟后，急救车赶到，在
医生与社区干部的搀扶下，居民
坐上急救车赶往医院，社区副主

任随行前往。经检查，居民伤口
在头部，单纯外伤，骨头及脑部没
有其他损害。缝针后，静养即可，
大概两个小时后，居民返回家中。

急救诊室医生介绍，社区干
部对伤口的处理非常得当，为顺
利救治奠定了基础。经过此事
件，社区计划联合京煤医院急诊
科开展家庭应急处置及急救包
配备常识的讲座，普及急救常
识，沉着应对突发事件，最大限
度保证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
区图书馆和三家店小学联合举
办“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民族精
神”读书会，活动中，区图书馆邀
请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嘉宾主
持、语商演讲口才研究院专家委
员会委员、北京电台培训中心特
邀讲师江帆老师到我区三家店
小学为学生们讲解诵读方法。

“同学们，有谁愿意上来读
读这几篇诗歌呢？记住，题目要
读的慢一点，题目和文章中间要

有间隔、停顿。”读书会现场，江
帆老师详细地给学生们讲解了
诵读方法，并与学生们一起诵读
了几篇纪念革命先烈的诗歌。

“听完老师讲的课，我知道
了很多关于朗诵的知识，也知道了
一些革命先烈的事迹，今后我一定
要更加热爱祖国，争做一名优秀的
小学生。”五年级的王紫涵说。

读书会结束后，同学们把写
给革命先烈们的寄语，粘贴在准
备好的寄语台上。

车辆“自治”管理 缓解居民“停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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