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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进珠）“大
爷，我要去咱们9楼看看亲戚，麻烦
您给开一下门。”“大爷，我去市场买
个东西，就停一小会儿，麻烦您通融
一下。”自从大峪街道双峪社区实施
车辆自我管理以来，每天在社区门
口都能看到不少车主跟志愿者高文
超“求情”。

高文超今年67岁，居民都很熟
悉，也很敬佩。去年5月初，他患重
病住院治疗，经过家人的精心照顾
身体逐步恢复了。去年“十一”前，
为了不耽误值班，高文超坚持带病
上岗，同班的志愿者都劝他再休息
一段时间，待身体完全恢复后再上
岗执勤，他却说：“我生病这段期间，
大家都在忙，我不能再歇着了，国庆
节临近，安保工作是重头戏，大家都
没有松劲儿，我也不能例外。”从那
以后，每到他值班的时候，他就准时

出现在值班岗位上。
高文超不光是一名治安志愿

者，也是社区连民心服务队的一
员。从2014年起，高文超就加入
了连民心服务队，他几乎承包了所
有体力活，每次只要有活动他就早
早地来到社区，清点工具，用三轮
车将桌椅板凳运送到活动现场，活
动结束后又把桌椅板凳运送回库
房。就这样，每当有便民活动时，
他就骑着他的“小电驴”乐此不疲
地穿梭于社区的便民活动中。后
来，他因为身体原因退出了服务
队。但是高文超的热心之路并没
有停止，这不，又当起了社区的义
务停车管理员。

今年3月25日，社区开始实施
了车辆自我管理，为社区的每位车主
发放车辆遥控器，严格控制外来车
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区停车难

的问题。在执行过程中，由车主自行
控制撂杆的升降，而一些紧急车辆进
出小区则由白天值班的志愿者负
责。那志愿者上班前、下班后谁来负
责紧急情况下撂杆的开启呢？正当
社区为此事犯愁的时候，高文超主动
提出愿意担起这个职责。每天早上
6点至9点，中午11点至下午2点，
晚上5点至8点，高文超放弃自己休
息的时间，在这三个时间段义务为来
社区走亲访友和出现紧急情况出入
社区的车辆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为
社区解决了大难题。

看到高文超这么尽心尽职地为
社区服务，个别不理解的居民会说
一些“风凉话”：“你这么辛苦，社区
每天给你多少钱？一个月下来挣多
少？”老高微微一笑，说到：“挣钱？
一分钱没有，志愿者就是为居民服
务的！”这就是志愿者的心声，这就

是志愿者无私奉献的精神。
该社区负责人介绍，在社区，还

有许许多多像高文超一样的“热心
人”。志愿者王明远每天晚上10点
下楼将撂杆抬起来，关闭电源，方便
夜间紧急出入的居民；志愿者韩桂
荣每天早上 5点起来将撂杆放下
来，防止外面车辆进入小区，保障了
本小区居民的停车权益。社区有治
安志愿者140余人，不管是夏日炎
炎，还是冰天雪地，他们都是为社区
的安宁准时上岗，正常巡逻，为维护
社 区 的 稳
定 默 默 无
闻 的 做 着
贡 献 。 居
民 们 都 说
他 们 都 是

“门头沟热
心人”。

惠和新苑社区
开展海洋科普文化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王福冬）为提
升社区居民的海洋文化素养，促
进海洋生态文明意识的建立，近
日，王平镇惠和新苑社区组织开
展了海洋科普文化讲座活动，社
区居民80余人参加活动。

工作人员向居民们发放海洋
科普与环保宣传册，紧紧围绕着
海洋开发、海洋污染、海洋保护进
行了讲解。

居民陈娟在学习完海洋科

普知识后表示，今后要以身作
则，号召身边的人一起来爱护
海洋、保护海洋。同时，也希望
社区多开展这类科普知识讲
座，增强居民保护环境的责任
和意识。

此次活动为社区营造了关心
海洋、认识海洋、保护海洋的浓厚
氛围，进一步建立海洋生态文明，
最终实现“提升海洋意识，推进海
洋文化。”

民生

▲ 送水车送水

清理、硬化后▲

市民反映，斋堂镇爨柏景区公厕内
无水，给游客带来了不便，希望有关部
门能够尽快处理解决。

斋堂镇接诉后，镇领导带领值班人
员迅速赶往景区查看情况及原因。经
查实，景区公厕内无水是由于“十一”期
间客流量大，造成道路拥堵，导致为公
厕补水的水车无法抵达景区。为解决
游客需求，工作人员当即现场调度运水
事宜，解决了景区内公厕无水问题。同
时，斋堂镇联系环卫部门在“十一”期间
增加运水频次，避免再次出现此类问

题。市民对镇政府
高效工作表示赞许。

斋堂镇为切实
做好国庆“接诉即办”值守工作，确保群
众诉求及时处置到位，一是保持诉求渠
道畅通。明确领导、专人负责，7*24 小
时在岗值守，保证诉求快速响应和办理
的渠道畅通；二是保持指挥调度顺畅。
节日期间保持专人、专线对接，确保市、
区、镇街三级调度顺畅；三是保持解决途
径畅通。对群众通过12345 热线反映的
诉求“闻风而动”、快速响应，妥善解决。

杂草丛生环境脏乱
及时整改群众点赞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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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手拉手
招聘促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王福冬）10月16

日上午，王平镇联合海淀区海淀街
道、西城区广外街道共同举办了主题
为“城乡携手、服务群众、共创和谐”
的失业人员专场招聘会。

招聘现场，来自城区的 20 余家
用人单位共带来了 150个工作岗位，
除了服务类岗位、技术类岗位外，还
带来了部门主管、经理助理等管理型
岗位，可以充分满足王平地区不同层
次求职者的就业需求。与往年相比，
本次企业的工资待遇和员工福利均
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服务类、
技工类岗位月工资在3000至5000元
左右。招聘当天，共吸引了 200余名
求职者，当场签约就业意向书40份。

通过联合举办城乡手拉手招聘
会，共同搭建招聘信息服务平台，一
方面可以缓解城区招工难现象，另一
方面有效解决山区就业难问题，几年
来王平地区累计实现失业人员再就
业100余人。

区环卫中心坚持建管双提升
落实厕所革命“有温度”社区里闲不住的“门头沟热心人”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学习强国 比学赶超
月季园东里举办知识竞赛

本报讯（通讯员 代萌）近日，
大峪街道月季园东里党委举办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暨
“学习强国”知识竞赛，共有60名
党员参加了活动。

竞赛题目主要围绕“学习强
国”平台内的单选题、多选题、填空
题等内容，设有个人必答题、抢答
题、风险题三个环节。由社区党委
16名参赛选手组成的4支代表队
展开激烈知识对决，点燃了全体党

员干部的学习热情。
在竞赛中，参赛选手们聚精会

神地听题、信心百倍地答题，认真
回答主持人的提问。比赛期间，还
穿插了观众互动环节。经过激烈
对决，评出了一二三等奖。

通过此次“学习强国”知识竞赛
活动，不仅充分调动了社区党员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使线上学
习成为常态，线下学习融入日常，营
造了“比学赶超”的浓厚学习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于丹 王佳
星）自厕所革命工作推进以来，区
环卫中心严格执行建管双提升的
总体要求，高度关注“接诉即办”
群众呼声，发扬服务为民工作作
风，坚持把问题想在前，致力做到

“未诉先办、未雨绸缪”，努力提高
公厕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全力打
造每一所“有温度”的安心公厕。

针对个别移动公厕设计不合
理，造成雨雪天气进厕无遮挡、公
厕门前湿滑这一情况，区环卫中
心迅速响应，精心挑选材质，组织
施工人员为石泉市场处公厕安装
雨搭，坚持修建公厕精益求精，让
全区百姓用着舒心。

区环卫中心全年计划为15座
公厕安装无障碍设施，现已全部
完工，为此，区环卫中心紧锣密
鼓，建坡道、装扶手，坚持服务窗
口前移，开展工作合理有序，积极
为特殊人群提供方便，让全区百
姓用着安心。

此外，区环卫中心高度重视
新建公厕的验收工作，细心查看
施工过程中的每一节点，守安全、
找问题，严把建厕质量关，对清水
镇张家庄村等处公厕存在的化粪
池未做保温，纱窗，雨搭安装不整
等一系列问题，及时指出，责令整
改，坚持高标准的验收工作，让全
区百姓用着放心。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川）近
日，大峪街道龙山一区五号楼很
多居民家中遇到了突然停水的情
况，居委会干部想到该楼高龄、行
动不便的老年人居多，放弃了中
午的休息时间，及时为居民送水。

社区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将一桶桶
生活用水送到居民家中，并安抚
居民情绪，就这样，历时3个小时，
该楼高龄、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家

中都储备上基本的生活用水，解
了燃眉之急。

“困难是暂时的，社区会想办
法尽快为大家恢复用水。”社区干
部安抚着居民。同时，联系物业
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及时修复漏水
管道。

居民们纷纷表示，社区真是
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我
们在社区感到非常温暖，为咱
们社区干部点赞。

龙山一区社区
停水生活遇难题 社区解忧暖人心

处置前▲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区法
院召开涉房产网络司法拍卖常见问
题及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介绍区
法院涉房产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的基
本情况，并归纳总结常见问题和典
型案例，给予公众提示。京东公司
司法网拍工作人员以及嘉辉盛世、
创维等司法网拍第三方辅助机构工
作人员同时受邀出席。

近年来，人民法院攻克“执行
难”的步伐逐渐加大，在财产处置
工作方面，人民法院建立全国统一
的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提高财产成
交效率，为当事人节省佣金的同
时，在高风险的司法拍卖领域实现
违纪违法零投诉，有效破解财产变
现难题。如今，网络司法拍卖因其
传播范围广、信息公开透明、操作
便捷、交易成本低等特点，已成为

法院财产处置的重要手段。其中，
房产因其价值高、处置涉及法律问
题及程序复杂等特点，备受社会公
众关注。

据介绍，2016年至2019年，区
法院拍卖房产的成交率为59%，成
交金额为2.08亿元。与普通动产及
传统拍卖方式相比，涉房产司法网
络拍卖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房产价
值大，成交率高，最大化被执行人财
产价值的实现；二是拍卖过程公开
透明，交易安全，最大化竞买人利益
的实现；三是房产拍卖成功后过户
交接程序复杂，部分房屋腾房困
难。对此，区法院采取四大措施，助
力涉房产司法网络拍卖工作：一是
穷尽措施调查信息，保证涉拍房产
信息完整准确；二是丰富网拍宣传
手段，提高涉拍房屋曝光度；三是法

院全流程参与，畅通房产过户交接
程序；四是积极引入专业力量，为网
拍工作提供保障。

通报会上，区法院工作人员现
场上拍了一户房产，结合已公开的
拍卖公告为现场观众及媒体介绍、
演示通过网络司法拍卖竞拍房产的
一般流程，现场观众通过京东就可
以实时看到上拍房屋的详细信息。

区法院王磊法官结合网络司法
拍卖工作和典型案例，对有意通过
网络司法拍卖的方式竞买房屋的公
众作出四点提示：一是认真读，读拍
卖公告中标注的房屋瑕疵，重点关
注房屋上是否设有抵押权、租赁权，
以及现阶段房屋实际占有人的情
况；二是亲自看，若条件允许，在法
院的组织下亲自前往涉拍房屋处认
真看房；三是仔细问，对于房屋的购

买资格、过户税费等问题详细问相
关机构；四是深入思，在询问、阅读、
看样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理性思
考再决定是否购买。

同时，法官指出，有部分群众虽
知晓司法网拍，但是却存在对司法
网拍性质认识不清的现象，需要进
一步规范，尊重司法权威。同时法
院将继续强化并丰富宣传方式，不
断拓宽信息发布渠道的广度，使广
大群众不断提升对司法网拍性质的
认知度。

区法院相关工作人员说：“下
一步，区法院将继续用探索创新网
络司法拍卖工作，增强司法拍卖透
明度，提高拍卖效率，不断探索财
产处置和财产变现难题的有力举
措，最大程度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
利益。”

区法院积极整理典型案例提高网络司法拍卖效率

近日，有市民通过市非紧急救助中心
（12345）反映，在斋堂镇政府北侧小区楼下
有一些运动健身器材，但所有的运动器械
下边都是杂草，没有铺砖或硬化，导致居民
无法正常使用。

接到市民反映后，斋堂镇“接诉即办”
主管科室综治办工作人员立即根据市民举
报线索进行了现场核实，市民反映情况属

实，健身小广场内充斥杂草且没有进行铺
砖和硬化，加之近期降雨比较频繁，导致路
面泥泞，小广场及内部健身器材无法正常
使用。

随后镇领导带领创城办、综治办、园林
绿化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同志实地查看了
现场并当即进行了研究部署，责成园林绿
化中心首先对市民反映的杂草问题进行清

理，下一步对小广场地面进行硬化施工，以
方便市民正常使用健身器材。

通过落实“接诉即办”机制，一系列群
众生活中的“烦心事”得到了解决，对群众
诉求做到了全部响应。“接诉即办”主管科
室综治办负责同志表示，在日后的工作中，
该镇将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切实做到“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