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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梁盼）近日，龙
泉镇龙二社区工作人员和金色年华
志愿者服务队的成员分为三个小组
拿着吹风机、小铲子清除了社区的
小广告。

据了解，龙泉镇动员中心负责
人带领工作人员下社区走访，了解
到龙二社区存在着小区住家门口小
广告多的现象，希望能够得以解
决。负责人立即联系了入驻龙泉镇
动员中心的金色年华志愿者服务

队，针对龙二社区小广告的清除问
题与社区相关负责人组成了研究小
组，安排了此次志愿活动。

志愿者们在社区负责人的带领
下分工合作，仔细铲除居民门口的
小广告。在活动过程中，志愿者积
极宣传环保理念，希望能给社区居
民树立榜样。

此次龙泉镇动员中心搭建社会
组织与社区的平台，希望能够让正在
成长中的社会组织更好地为社区服

务，同时也希望金色年华志愿服务队
能把这种公益的精神带给居民，让龙
泉的居民从思想上、意识上得到感
染，真正的以公益之心，走出家庭，走
出社区，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为创
建美好家园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据了解，金色年华志愿服务队现
有正式队员750余人，正在实施项目
18 个，服务时长 45000 多工时。
2018年入驻龙泉镇社会动员中心，
通过项目申请、组织实施等方式，搭

建一个志愿者广泛参与社会公益活
动的平台。近一年积极参与公益项
目，参加了保护母亲河项目，入围了
2019年龙泉镇公益微创投项目大
赛，是一支不断成长与壮大的公益类
志愿者队伍，推动着社会公益事业的
健康发展。龙泉镇动员中心将重点
培育此类志愿者队伍，希望能有更多
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爱心企业加
入到龙泉镇社会动员中心，为社区建
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民生

清理后▲

“十一”假期
期间，市民通过
12345市民热线反
映，我区 G109 国
道法城村附近，由
西向东方向发生了
山体塌方，路面有
大量石头堆积，导
致交通拥堵。希望
有关部门能够尽快
处理落石并疏通交
通拥堵情况。

接到市民反
映后，斋堂镇带班
领导带领值班人员
迅速赶往现场查看
情况并进行处理。
经查，该处落石位
于雁翅镇碣石口附
近，现场无人员伤
亡。抵达现场时，
道班、交通队以及
治安派出所均已到场处理。经过各部门全力抢
修，路面落石已基本处理完毕，道路已部分恢复
通车，且已恢复安全，相关部门也在现场设置了
安全锥桩并做好交通引导工作。

为彻底消除此类安全隐患，斋堂镇将进一
步加强巡查维护，一是发现隐患及时处理，从

根本上防范险情的发生；二是发现问题快速处
置，避免险情进一步恶化。同时，斋堂镇将通
过“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更好地解决
好群众反映的复杂疑难问题，切实做到高效解
决好各类群众诉求，以“接诉即办”工作打通民
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私占车位引民怨
快速处置居民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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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镇举办体质测试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福冬）为
倡导全民健身的健康生活理念，
丰富群众业余文体生活，近日，
王平镇举办体质测试活动暨群众
趣味运动会，400余人热情参与。

活动以精彩的健身操表演拉
开序幕，包括体质监测和趣味运
动两大项目。其中，体质监测为
群众免费提供身体形态等11项体

质测定服务，每一位受测人员完
成测试后会得到一份体质测试结
果报告，之后交由现场老师给予
运动及饮食建议和指导，从而实
现科学健身、有效健身。

居民张军今年40岁，平时喜欢
爬山、游泳、打乒乓球。他说：“我认
为体质应该还不错，但是测试结果
显示体脂高，身体柔韧性差，运动摄

氧能力也不是很好，以后要结合现
场老师给的建议进行运动。”

为有针对性的引导群众科学
健身，把健康的运动方式融入日
常，主办方还推出趣味运动会，设
置了“屈体移球”“平衡前进”等 7
个有趣的单人运动项目，集科学
性、健身性、娱乐性于一体，吸引
了不少群众排队参与。他们个个

身姿矫健、神采飞扬，人人健身、
人人快乐的氛围十分浓厚。

举办体质测试趣味运动会
是王平镇开展全民健身工作的
一次探索尝试，此次活动形式新
颖，趣味之中有科学，以轻松愉
快的方式引导群众科学健身，从
而达到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
水平、满足健身需求的目标。

城子街道“爱心驿站”举行揭牌仪式

清除社区“牛皮癣”宣传环保理念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月季园东里社区
大风袭击广告牌 居民出手解隐患

本报讯（通讯员 代萌）10月
28日上午，大峪街道月季园东里
社区门口一公益广告牌被大风
刮的松动，此时正在大门口值班
的志愿者魏世平、刘喜山及时发
现并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解除
了隐患。

当时，挂在社区进门口栏杆
处的硬质公益广告牌被大风刮的
松动，以至于带动栏杆都不稳定
了，出现了安全隐患。魏世平顶
住栏杆让其不被刮倒并及时通知
工作人员赶紧来支援。

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工具迅速
赶到大门口。此时的广告牌和栏
杆更加松动，工作人员和魏世平、
刘喜山一起将硬质公益广告牌卸
下放好，然后将栏杆稳定好，这时
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该社区负责人介绍，魏世平
和刘喜山是社区的热心人，平时
在社区面对危机困难，从不袖手
旁观，尽自己所能，让社区变得更
加美好和谐。社区里这样热心的
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都在为社
区建设默默地做着贡献。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由
城子街道主办，北京尚德社会组
织服务中心与城子街道龙门三区
协办的“爱心驿站”，在我区社会
组织孵化中心举行启动仪式。

据了解，这次建设的“爱心驿
站”，主要目的是在全社会营造尊重
劳动、尊重劳动者的浓厚氛围，改善
户外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爱心驿站’的设立，体现了
社会对我们的关爱，我们将一如
既往的做好自身工作，为建设‘绿
水青山门头沟’做出自己的贡
献。”服务对象代表说。

城子街道工委副书记高金

红表示，“爱心驿站”的设立，是
为改善城管队员、市政工人、环
卫工人、园林工人等户外劳动者
以及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的劳
动条件与工作环境，让他们能在
累的时候有地方歇歇脚，中午能
吃上热饭，雨雪天气能有个避风
港。下一步，该街道将在驿站增
加法律咨询、心里疏导和健康义
诊等活动，这也是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一项
重要内容。

记者了解到，今后，户外劳动
者持爱心卡就可以到驿站里享受
休息、喝水、热饭等系列服务。

清理中▲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茹）近日，东
辛房街道举办了2019年爱心企业
慰问社区优抚人员捐赠活动，并对
全部27户优抚人员进行入户服务
工作，将企业的爱心和街道的关怀
送到了居民家中。

东辛房街道社区专员办公室协
调联系北京雅安爱国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并与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共

同为优抚人员送去温暖。
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

爱心企业捐赠活动，就是要缅怀先
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关
爱退役军人和军烈属等优抚对象这
个群体，纪念她们和亲人为此所作
出的贡献，让她们切身感受到祖国
的发展壮大，国家对她们的感激和
关怀。

此次活动既为优抚对象送去了
温暖和关怀，引导爱心企业体现了
社会价值，同时也为街道在民生保
障工作等方面拓宽了思路，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此次活动捐赠的大
米、面粉、食用油、鸡蛋，全部用于东
辛房街道优抚对象的慰问。

据了解，今后该街道还将针对
困难居民等群体开展相关活动，并

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优
抚对象关心关爱活动，搭建政府引
导、社会参与、全民尊崇的拥军优抚
工作新格局，统筹辖区社会救助资
源，做好长期关爱困难群体的社会
保障工作，不断创新服务举措、完善
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高质量搭
建社会参与社会保障体系。

东辛房街道举办爱心企业捐赠活动

市民反映，龙泉镇峪园小区7号楼
前长期存在个人物品占用停车位现象，
损害了其他业主的共同利益，小区居民
怨声载道，希望相关单位尽快处理。

峪园社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因为配
套不足，车位严重匮乏，没有个人固定的
停车位，有的居民为了方便停车，经常将
一些破烂自行车、铁桶等杂物放在车位
上，阻止其他车辆停放。这样一来，既严

重影响道路通行，又有碍市容观瞻，还经
常引起邻里纠纷。

龙泉镇接诉后，立即责成镇综治
办赶赴现场查看。经查，市民反映问
题属实，工作人员随即对铁链、铁桶
等占用车位的物品进行了清理，维护
了小区业主的合法权益，小区居民对
此连声称赞。

针对小区内私占车位的问题，说

到底还是车辆多车位少，老旧小区的
这类问题相对比较突出。下一步，峪
园社区居委会将充分发掘周边的一些
区位资源来满足停车的需求，缓解社
区停车难的问题，同时加强日常巡查，
对本社区违规停车行为及时进行劝
阻，对私占车位物品及时进行清理，为
社区居民营造一个舒适、和谐、宜居的
居住和出行环境。

清理前▲

清理后▲

我区开展品质餐饮示范店
首轮验收工作

为持续深入推进阳光餐饮工
程，提升首都餐饮业品质，近日，
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食药协会，
对中昂商圈39家品质餐饮示范
店开展了首轮评审验收工作。

验收组严格按照《北京市阳
光餐饮提升工程（品质餐饮企
业）现场评估表》文件的验收标
准，逐项检查核对，对后厨环境、
就餐环境、食品经营许可资质、
餐饮服务量化分级等级、从业人
员健康证、主要原料采购来源信
息、食品添加剂使用信息、紫外
线消毒记录等逐一核对，对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阳光餐
饮公示情况仔细查验，最终对部

分餐饮企业给予较好评价。
据了解，目前我区餐饮品质

提升工作已初见成效，餐饮市场
已逐步由政府推动转变为企业自
我发展、行业自我约束，辖区餐饮
业品质形成了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下一步，中国烹饪协会将在
此次验收的基础上进行复核，对
符合品质餐饮标准的餐饮单位进
行公示并挂牌，区市场监管局也
将继续加大餐饮服务环节的监管
力度，督促餐饮单位持续提升餐
饮业食品安全、环境设施、文明服
务和规范管理水平，全力保障区
内市民饮食安全。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龙泉镇搭建社会组织与社区合作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