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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街道文明实践所打造
“时代领读者”读书品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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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近日，市民反映王平镇河北社区停
放自行车和电动车的车棚不能满足日
常需要，希望在小区附近增设车棚。

接到市民反映后，王平镇立即责成
河北社区进行处置,社区经过实地调
研，最终选择在社区二号楼西侧搭建一
处车棚。据了解，该位置原为一处20多
年的违建，在我区今年“基本无违建区”
创建工作中，被依法拆除。社区利用腾
退下来的空地，搭建了一个50余平方米

的车棚，可以同时停放50-60辆自行
车，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便利。

为推动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社区
工作人员对将车辆停放在楼道的居民
进行劝导，把车辆停放在新建的车棚
内，美化社区环境，消除安全隐患。另
外，河北社区将制定车棚使用管理办
法，并派专人看管车辆，以防车辆丢失，
并根据居民实际需求，在车棚内安装电
动车充电桩，方便社区居民。

近日，市民反映潭柘新区公共绿地养
护不到位、部分院落入口设计不合理、小区
环境亟需治理的诉求。

潭柘寺镇针对近期群众关于小区环境

治理、公共绿地养护问题，闻风而
动，新区社区党委迅速组织召开

“红色联盟议事会”，决定以新区8
号院为试点，推进小区综合治理工
作。潭柘新区8号院主要住户为
南村村民，小区西门原有护坡一
处，造成了通道狭窄，最宽处仅4
米，无法错车，车辆和行人每次出
入西门都倍加小心。针对此情况，

由南村村委会牵头，对原有护坡进行整改，
在不影响楼座安全的基础上，破除护坡原
有挡墙，向外扩张2米，使西门入口处道路

最窄处达到6米，既保障车辆行人通行方
便，又保障了居民的出行安全。

针对小区内绿地养护不到位的问题，
新区党委对8号院内公共绿地重新规划，
栽种应季绿植和常绿树木，设置景观设
施。据悉8号院整改绿地面积1200余平
方米，重新栽种月季、沙地柏、黄杨、八宝景
天、蜀葵等应季及常绿树木3000余株，根
据群众需求随时调整规划，力求群众满意。

下一步，潭柘寺镇将依托“红色管家”
服务，对潭柘新区所有小区存在问题进行
专项摸排，加强后期环境维护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梁增霞)杨晓
旭，2016年调入机关工委工作，现
任区直机关工委监察组副组长，
除了监察工作外，还负责信息、宣
传工作。3年，弹指一挥，杨晓旭
由一朵温室小花蜕变成为一朵迎
霜傲雪的腊梅，在不经意间悄然
绽放，历久弥新，香气宜人。

她，对待工作“一丝不苟”。
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只要交给晓
旭，就只管放心，她不管采取什么
方法都会努力完成。本职工作尽
心尽力，从“信息”到“创城”，从

“意识形态”到“学习强国”，样样
不落空。其他工作不遗余力，大
到《机关党建工作指南》近 12 万
字的校对工作，从格式到内容，从
段落到语句，甚至每一个字，无一

遗漏，精益求精；小到8人的春节
联欢会，精心准备，语言生动，主
持到位。她把每一项工作都当成
是对自己最难得的历练。

她，接受任务从没说过“不”
字。不管是份内份外，还是常规
临时，只要是分配给她的任务，
她都积极承担，从不推诿扯皮，
而且都是尽其所能做到最满意。

“我来吧”“没问题”是常挂在晓旭
嘴边的口头禅。组织全系统党员
干部购买对口援助的武川县土
豆，不厌其烦，反复动员，统筹安
排，送货到单位，受到大家的普遍
认可和好评。她总说：“我年轻，
多干点儿，不算什么！”

她 ，关 键 时 刻 是“ 拼 命 三
郎”。机关工委人少、事多、管辖

范围大，给 66个单位打一圈电话
就得用一天的时间，但正因为有
了杨晓旭这样的骨干，才使得机
关工委的各项工作从没掉过链
子。“5+2”“白+黑”放在她身上是
再贴切不过了，仿佛她浑身有着
使不完的力气，从不知疲倦地奔
波在办公室与家、计算机与电话
之间。为了追赶工作进度，加班
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都是常有
的事儿，但从不叫苦，从不喊累。
她对自己的要求是：工作，别耽误
在我这儿！

她，帮助别人“乐得其所”。杨
晓旭既是一位淳朴善良、通情达
理、知性优雅的优秀女孩儿，又是
一名善于学习、主动思考、乐于助
人的知识女性。无论谁在工作上

生活上需要帮助，她都没有二话。
遇到有些科室忙不过来，她都主动
请缨，立即进入工作状态；机关工
委凡是对外发放的各种文件、书
刊，都要经她校对，才能放心地发
出，这已成为了一种习惯和常态。
她常说：“只要是我能干的，别客
气，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

宝剑锋从磨励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3年的历练，杨晓旭付出了很
多，但也增长了才干，磨炼了意志，更
向成熟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她是年轻人的
榜样，是老同
志的骄傲，更
是机关工委不
可多得的良才。

本报讯（记者 杨铮）日前，记
者从北京速通科技有限公司了解
到，2013年1月31日以前发行的
旧版速通卡及配套旧版电子标签
已超过正常使用周期，从7月1日
开始，卡号以1101 0745 或 1101
0808开头的旧版速通卡将无法使
用。市民需持相关有效证件到原
开户银行或ETC服务网点办理免
费电子标签以旧换新业务。

华夏银行工作人员说：“ETC
一代换卡换签的客户可以免费办
理更新业务，需携带本人有效的

身份证件、行驶本和银行卡，驾驶
车辆到我行办理即可，升级更换
二代后车辆可在全国通行。”

此外，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相
关消息，从7月1日起，ETC用户
车辆通行将享受不少于5%的车
辆通行费优惠政策，并实现对通
行本区域的ETC车辆无差别基本
优惠。同时，在高速公路服务区
和具备条件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出
入口广场，开展ETC免费安装服
务。真正实现一网畅通，智慧公
路的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刘欣威）近
日，为扎实推进文明实践工作开
展，城子街道以文明实践所为阵
地，整合各方资源，成立了“时代领
读者”队伍，努力打造“时代领读
者”读书品牌活动。

“时代领读者”读书品牌旨在
通过以领读人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的语言，面对面分享、交流等方式
向基层群众传播新时代思想、中华
传统文化和我区历史故事等内容，
打通基层理论传播和凝魂聚气的

最后一公里。
“时代领读者”队伍由区委党

校基层理论宣讲志愿者、中小学校
德育老师、机关党员干部、基层理
论宣讲员、书香家庭代表、基层社
工组成。

今后，城子街道“时代领读者”
读书活动每月将由不同领读者面
向广大党员干部、青少年等人群，
领读《门头沟“四个一”故事》、经典
革命小说《红岩》等书籍，提升阅读
质量，丰富地区居民思想文化内涵。

区中医院
为患者提供免费绿豆汤

向阳社区在职党员
助力“创城”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进入暑伏
时节，酷热的天气，持续高温。日
前，区中医医院为前来就诊的患者
准备了免费绿豆汤，不仅为大家带
来了夏日的清凉，更缓解了看病焦
躁情绪。

众所周知，绿豆汤有止渴消
暑、清热除烦的功效，是夏日最佳
的饮品。酷暑季节，一杯绿豆汤带

给大家的不仅仅是清爽，更是医院
对就诊患者的人文关怀。绿豆汤
饮品将免费供应整个夏天，每周一
至周五全天提供。

一位患者说：“真没想到医院还
能提供免费的绿豆汤，感觉特别温
馨，有一种家的感觉。本来看病挺
着急的，喝了绿豆汤后，感觉舒服多
了，现在心里也没有那么着急了。”

本报讯（通讯员 李琳）近日，
大峪街道向阳社区举办“垃圾随手
捡 文明天天见”在职党员助力“创
城”志愿服务活动。

向阳社区作为创建文明大街
的沿线社区，本次活动主要分为
两大部分，社区内的环境整治以
及新桥大街的部分路段。社区内
主要以清扫单元门卫生、清理堆
物堆料、清除小广告为主；新桥大
街沿线，大家身着“门头沟热心
人”服装，分为三个小组，有的负
责擦拭护栏、有的负责捡拾烟头
等路面垃圾、还有的负责对行人、

商户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和督
促。

活动进行 2个小时，社区内楼
道全部清扫完毕。新桥大街沿线，
捡拾烟头、落叶等垃圾 5 桶，擦拭
护栏近百米，劝导和纠正包括自行
车乱停放、商户门前三包情况等10
次，并为行人指路3次。

本次活动不仅使向阳社区、新
桥大街的环境得到了改善，同时树
立了“门头沟热心人”的品牌形象，
也宣传了创建文明大街、“创城”的
精神，在得到路人关注的同时，营
造了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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