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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后

▲

尽心尽力为“创城”做奉献

垃圾堆放影响环境
接诉即办彻底清理

群众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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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霞苑社区
紧急救助摔倒老人

杜淑敏和她的一平方公里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区气象局
开展政务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倩）近日，区
气象局按照构建“阳光政府”“阳
光政务”的工作要求，在区政务服
务管理局指导下，组织开展了

“‘创城’在行动 政务在身边”气象
部门政务开放日活动，并邀请区
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以及政务服务管理局、地震局
等单位代表参加。

活动中，区气象局工作人员
向来访人员全面介绍了气象部门
主要职责、工作规范、服务举措和
工作成果，融入式讲解气象观测
场各类仪器设备，详细演示了气
象预报、预警、服务手段。在座谈
环节，代表们对气象站网布局、预

报准确性、预警发布时效性、公众
服务手段和防雷安全监管等关
心、关注问题与工作人员进行了
交流，对加强气象信息应用，提升
预警时效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通过开放日活动，实现了零
距离与社会各界群体的沟通交
流，倾听意见和建议，达到了“民
意连接”和“民声回应”的效果，
与会代表对政务开放日活动给
予了高度评价，对区气象局日常
工作给予肯定，感谢气象部门的
日常坚守和对地区防灾减灾工
作做出的贡献，也表示今后将多
关注气象信息，为“创城”工作贡
献力量。

城子村开展便民服务宣传月活动

双峪社区全力以赴迎“创卫”

▲ 清理前

本报讯（通讯员 李志娟）提起
龙泉镇西前街社区的杜淑敏，三家
店人没有不知道的。这不，街里这
几天正热传着她赶跑“拦路虎”的事
儿，听说与“创城”有关，今天就带着
大家去听听到底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在西前街铁锚
寺附近有一家纯农户，老俩岁数也
都不小了，老人家门前有个大垃圾
箱，风吹日晒挺旧的，老人说垃圾箱
漏了，渗出的污水淹了他的地基，臭
味熏着他了。老人就封了正门，跟
邻居挤一个出口，还垒了个跟垃圾
箱一边高的水泥池子，把捡来的瓶
瓶罐罐都存那儿。这条街宽不过四
五米，这一下占了二三米，成了“拦
路虎”，剐蹭车的事经常发生。村委
会去了几拨人，都灰头土脸地被骂
回来了。杜淑敏说：“现在我区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必须得拆了它。我
找村委会出面去他家做工作，结果
他眼一睖，脑袋一梗，三言两语就把
人家给轰出来了。”“杜大姐，还得您

出山。”村主任两手一摊说到。
杜淑敏说：“西前街有一特点，

方圆一平方公里没楼房，是个纯平
房社区。可这社区又是农民居民混
合着住，共计 1700 多户，3400 多
人，农民由村委会管，居民由社区
管，可老百姓吃喝拉撒都在这地界
上，那马勺哪有不碰锅沿的？这管
理起来可就难了。”

这事杜淑敏琢磨一晚上，遇上
事还得想想这盐打哪咸，醋打哪
酸。第二天一早杜淑敏就到老人家
去了。一进门老人正吧嗒吧嗒抽着
烟，白了杜淑敏一眼说:“我是农民
你管不着！”连座都不让，更甭提喝
茶倒水了。但杜淑敏还是笑呵呵地
说：“我可不是管您来的，我只想问
问您，垃圾箱渗水、返臭味不？”他不
吭声，沉着个脸。杜淑敏接着说到：

“您看这么着行不行，垃圾箱确实是
漏了也补不了，先把渗水的这角接
到下水道去，周边用水泥给封严实
了，再把您门前这块地抹平整，保证

不返味也渗不到您地基里。我们抓
紧推进换新垃圾箱的事，您看行不
行？”老人看都不看杜淑敏，又续上
根烟抽起来。杜淑敏就静静地等老
人想明白。抽完两根烟，老人把烟
头在地上摁灭后说：“我池子里存的
东西怎么办？”杜淑敏说：“您那旧盆
破罐子该清清了，收废品的在门口
候着呢！”就这样，这招人骂的“拦路
虎”拆掉了。

“杜大姐，您可真厉害！”居民
们纷纷夸赞。杜淑敏却说：“厉害
啥呀，我生在西前街、长在西前街，
又当了18年的社区书记，边边角角
摸着黑也能知道哪儿是哪儿。我
们社区的志愿服务队那才叫真厉
害。尤其是‘创城’以来，要不是他
们忙前跑后，光靠我们社区这9个
人，肯定是不行的。为了宣传‘创
城’，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入户宣
传，队员们平均年龄60多岁了，有
退休金，儿女都孝顺，可社区一个
电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

胜。这150多人，分7组，一组20
多人，挨家挨户宣传政策，光是宣
传品就发了6000多份，还得把那
爱说怪话、好逗闷子的都得捋顺
了，家家都搞大扫除，把多少年不
用的老物件该捐的捐，该扔的扔，
还给家里腾出不少空地来。”

接着杜淑敏带领着大家开始
整治社区环境，擦公示栏、给花池
子刷漆、打药等等，挖出西头排水
沟的污泥就有六七吨、清理出的杂
物10多车。

杜淑敏说：“现在这条街摆的
是鲜花，墙上是居民手绘的荷花、
红梅、古庙、垂柳等，这么好的环境
是‘创城’
给 咱 老 百
姓 带 来 的
福 利 、幸
福，我们大
家 要 好 好
珍惜，共同
爱护。”

本报讯（记者 屈媛）8月27日上午，
龙泉镇城子村举办了便民服务宣传月
活动。

城子村结合本村实际，坚持导向、
因势而动、拓宽渠道，做到民有所呼、我
有所应、未诉先办，全力打通服务村民
最后一公里。充分发扬基层民主，引导
村民广泛参与，深化自治、德治、法治相
结合。活动现场积极宣传村规民约和村
训，让村民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村“两委”班
子成员零距离为村民解惑答疑，积极与
各单位部门合作，精心组织“创城”宣
传、法律咨询、食药安全、综合治理、中
医按摩、防电信诈骗、农商金融理财等
多种便民服务项目，结合村民意愿所
需，本着便民、利民、为民的原则，精准、
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活动。

前来参加活动的村民说：“活动特
别好，像我们岁数大的，腿脚不好，今天
下楼就能测血糖、量血压，还有防诈骗
宣传和法律咨询，真是太方便了。”

龙泉镇城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周德来介绍说：“今后，我们还会针
对不同群体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把群众
意愿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服务作为

‘第一目标’，把群众难题作为‘第一抓
手’，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我们工作
的最高标准。真正做到所呼必有应、所
求化所为，全力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本报讯（通讯员 段蓓）8月份以
来，大峪街道双峪社区召开各种会
议积极部署“创卫”工作事宜，组织
社区党员、志愿者300余人次对车
棚、楼道堆积物、小广告、卫生死角
进行了集中清理。

该社区通过召开会议部署“创
卫”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大环境卫生
的巡查力度，积极动员党员、志愿者、

居民每天对各自管辖内的社区环境
进行不间断地巡查，重点对绿地、社
区路面、楼道小广告等进行巡查，做
到垃圾随手捡，发现问题随时上报。

以网格为单位，社区工作人员
各自负责网格内的环境卫生工作。
每天根据“三查两巡”的要求对各自
网格内的堆物堆料、楼道小广告、卫
生死角进行地毯式搜索，并及时进

行整改。截至8月20日，共清理小
广告3000余条，清理卫生死角120
余处，清理堆物堆料及大件家具5
机动车。

双峪社区“门头沟热心人”积极
响应社区“创卫”号召，加大对文明
示范大街的文明劝导力度，每天上
下午两次对文明示范大街上的环境
卫生、无照游商、不文明行为进行劝

导。截至目前，共捡拾烟头上万余
个，劝走无照游商2个，劝导不文明
行为30余人次。

接下来,双峪社区将继续加大
卫生巡查力度,努力抓好整改,进一
步提高辖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做到
卫生清洁工作常态化，扎实促进辖
区卫生环境整洁,为居民营造一个
健康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马玉瑾）8
月 23 日，家住大峪街道绮霞苑
社区甲 3 号楼王福强老人在社
区内不慎摔倒，在社区工作人
员和居民的帮助下及时得到了
救助。

老人在社区摔到后，因其身
患残疾，年纪较大且身体灵活性
差，将其搀扶起来是一件极其困
难的事情，社区居民尝试了两次
都没有成功。听闻此事，绮霞苑
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
场，开展紧急救助工作。

她们先安顿老人坐在台阶
上，问道：“大叔，您摔到哪儿了？
头疼吗？头晕吗？有没有哪里不
舒服？”大叔坐在石阶上慢慢平复
着紧张的情绪，他说：“头不疼，没
事儿，我就是腿脚不好摔倒后自

己站不起来，让我先在这坐会儿
吧。”大家陪在老人身边安慰他并
观察着老人的身体状况。

很快，社区干部去老人家推
来了轮椅，待老人情绪稳定后，大
家轻轻扶起老人，一起把他护送
回家。安顿好老人后，工作人员
叮嘱其家人：“大叔年纪大了腿脚
不好外出时一定要有家人陪护，
如果把老人单独留在户外，最好
写一个家庭住址和电话的便签随
身携带，方便有突发事件时第一
时间与家人取得联系。”

王福强老人及其家人感谢社
区干部们和居民们对他的紧急救
助。他感叹，点滴关怀不仅体现
出了社区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和事
业心，居民们的热心更加展现出

“门头沟热心人”的善举。

本报讯（通讯员 李冬燕）近
日，龙泉镇琉璃渠村、社区联合在
广场举办“我和我的祖国”消夏晚
会，为社区居民献上了一份贴近
生活、贴近群众的文化大餐。演
出队伍人数达80余人，现场百余
居民前来观看。

此次消夏晚会，主题鲜明、节
目丰富、内容新颖，社区阿姨们的
开场舞，展示了新时代、新居民的
意气风发。五虎少林的展演，体现
了社区居民尚武健体的精神风貌，
为现场的居民们带去了夏日的清
凉与欢快。小朋友的古筝《挤牛

奶》、快板《京西放歌》、三句半《琉
璃渠村变化大》、舞蹈《潇洒》《我祝
祖国三杯酒》等多彩的演出吸引了
几百名社区居民驻足观看，他们扶
老携幼、自己携带凳子椅子，直到
晚会结束，仍然意犹未尽，久久不
愿离去。最后，在全体参演人员的
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
的歌声中，消夏晚会落下了帷幕。

消夏晚会的举办，丰富了居
民的文化生活，增进了邻里之间
的情感与交流，促进了社区文明
和谐发展，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

雁翅镇房良
村村民平先生致
电 12345 热线，
表 示 自 家 地 势
低，村内的水都
往家里流，院内
还 没 有 排 水 管

道，来电反映院内没有排水管道的
问题。

接到村民的诉求后，雁翅镇包
村科室立即联系村委会核实具体情
况，商讨解决方案。经了解，该反映
人家位于房良村村委会附近，地势
较低，下雨时雨水顺着路面流向村
民家，如遇大雨雨水直接倒灌至家
中。7月28日的大雨，由于雨水不
能及时排出，导致房屋进水，影响正

常生活，当时村委会安排人员帮助
村民排水。

村民反映的问题涉及周边几户
人家，为了彻底解决该问题，村委会
决定将村民家门口路基进行调整。
施工方通过测量，找到村民家附近
最低点，由此作为基准，将路面向下
延伸，使水流可以自然流入河道。
同时，为了不影响其他村民，施工方
将路基调整后暴露出来的住宅地基
及院墙地基进行了加固，并将路面
中央使用方砖进行铺垫，以便后期
开展管道维修等工作。

此次施工共清理土方100余立
方米，预计铺设水泥路面600余平
方米，将于9月中旬完工，届时将彻
底解决雨水倒灌问题。

市民反映，含晖苑小区北侧墙外堆置了大
量生活和建筑垃圾，严重影响市容环卫，希望
尽快清理。

大峪街道接诉后，立刻前往现场核查，确
实存在大量建筑垃圾。随后，大峪街道协同好
望物业公司和绮霞苑居委会工作人员对该处
垃圾进行清理。此次共清理垃圾25车，并将
周边低矮围墙一并清除。同时，约谈周边企
业，要求企业严禁将垃圾堆放在此处。市民对
此表示满意。

为了确保辖区环境秩序，大峪街道“一二

三四五”认真扎实做好辖区环境整
治工作。

领导带队一天一查。街道主要
领导对辖区进行分区域检查，发现
问题，拍照上传至包片干部和社区
书记主任微信群，问题得到立行立
改，累计整改环境问题近100余件。

包片干部一日两巡。机关包
片干部周六日停休，分上下午两个
时间段，全部下社区开展环境整治
工作，与社区干部、居民群众
共同解决卫生难点问题，并形
成问题整改台账，周整改问题
量达330余件。

环境整治一日三清。物
业小区加大整治力度，对社区楼道堆物堆
料、大件家具、装修垃圾做到早中晚一日
三清；非物业小区充分发挥网格长、志愿
者、回社区在职党员的作用，全面开展环
境大整治活动。

垃圾随捡一日四次。社区成立垃圾
减量小分队、垃圾随手捡志愿服务队，按
照7时、10时、14时、17时四个时间段，按
照网格划分，广泛分布社区捡拾白色垃
圾、烟头等，确保环境时时干净整洁。

重点整治五类问题。对社区的垃圾

分类、堆物堆料、停车
混乱、宠物粪便、非法
广告五类重点问题进
行专项整治，加大垃圾
分类宣传力度，累计开
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33场；动员装修户自行

清理装修垃圾30余次，清广队、文明养犬队、
车棚自管会等志愿队伍加大工作频次，保障重
点问题重点解决。

截至目前，大峪辖区33个社区整治无照
游商及店外经营320起，整治小广告48301
张，整治乱停车3547辆，清理车棚77个，施
画停车位280个，清理卫生死角1256个，清
理堆物堆料495吨，清运大件垃圾190车，清
洁垃圾桶3814个，辖区环境秩序得到大幅度
提升。

施工中

丰富文化生活 增进邻里感情

琉璃渠村居举办消夏晚会

清理环境卫生 劝导不文明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