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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辛房街道创新机制
解决居民楼口出行不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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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反映，东辛房街道石
门营五区3号楼东侧“石门营
沟”有一个景观亭的木质楼梯，
现在木质楼梯已经松动且坏了
很长时间，存在不安全因素，希
望相关部门帮助解决。

石门营小区是我区最大
的棚户区回迁安置小区之一，
居住着几千户百姓，“石门营
沟”做为周边百姓休闲的重要
场所，其安全情况一直是东辛
房街道公共安全工作的一项

重要内容之一。
东辛房街道接诉后高度

重视，立即协调街道城市管理
办公室和区水务局对反映点
位进行实地勘察。确认市民
反映问题点位后，区水务局及
时组织施工人员对破损木质
楼梯进行修复，同时对周边其
他部位进行加固，确保群众安
全使用。

此次，“石门营沟”修复工作
历时5天完成，共更换维修木地

板24平方米，刷油漆140余平
方米，维修步道4平方米。楼梯
松动问题被彻底解决，消除了安
全隐患，市民对街道的工作表示
满意。

下一步，东辛房街道将加
强辖区内路政设施、景观河道
等巡视检查力度和安全隐患
排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协调
处理，确保辖区安全、整洁、有
序，为百姓创造舒适、宜居的
居住环境。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石门营新区五区举办书画培训石门营新区五区举办书画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白玥）为进一步提升社

区文化活动水平，东辛房街道石门营新区五
区于近日联合区总工会文化艺术协会，在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书画培训活动。

活动分书、画两个组进行，培训老师
一边示范，一边讲解相关技法、布局谋篇
和艺术表现力，同时也对书画爱好者提出
的疑惑和问题进行解答。随后老师们带
领大家现场创作并就发现的问题进行有
针对性的指导。

活动历时 2 个半小时，临近尾声时，
一幅幅鲜活的书画作品跃然纸上。只见
牡丹娇艳欲滴、富贵吉祥，山水秀美壮丽、
细腻婉约，书法苍劲有力、大气磅礴……
学员们都对老师的境界和技艺赞叹不已，
对今天的收获感到满意，衷心感谢社区为
大家提供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该社区负责人表示，随着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书画活动的蓬勃开展和参与，
群众技艺水平的不断提升，大家对得到专
业化指导的需求愈发高涨。今后，该社区
还将拓宽思路、多措并举，引进各类较高
水平的培训，在丰富社区群众文化生活的
同时，注重提升各项活动的品质。

区作家协会与三家店小学
共同举办诗歌朗诵会和永定河文化采风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区市场监管局联手公安部门
打掉两个非法收药黑窝点

修理前▲

修复配电箱门
消除安全隐患

近期有市民反映，城子街道水厂
北路永泰接待中心东侧，紧挨路边有
一个配电箱门丢失，存在安全隐患。

城子街道接到投诉后，立即安排
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查找点位。经现
场核查，配电箱门已丢失，电线裸露
在外。由于办事处工作人员不具备
带电作业的维修条件，且配电箱未标
注产权单位，也没有二维码等标识，
经过对电表箱内部电线的走向分析，
发现配电箱和电线杆上方连接着摄
像头。

随后，城子街道积极与相关单位
确认归属权问题。经确认，该电箱归
属于区交通支队所有。区交通支队
对解决该问题给予了大力支持，接到
城子街道反馈的问题后，立刻请专业
电工对配电箱门进行了修复，同时对
配电箱进行了全面检修，彻底消除了
安全隐患。

城子街道“接诉即办”服务链条逐
步规范。一是“接”单程序有制度。制
定热线接单办法，建立“议事会”制度，
确保工作无缝对接。二是“吹”哨报到
显维度。形成“部门围着街道转，街道

围着辖区居民诉求转”的二级“吹哨”
模式，精准、高效解决实际问题。三是

“办”理案件抓速度。实行案件四级分
类管理机制。四是“回”访机制存温
度。建立“双见面”机制，切实提高满

意率。五是“反”馈监督有力度。街道
工委不定期检查人员值守情况，对案
件办理过程跟踪督办，对办理不利，推
诿拖延的工作人员依照纪律规定追究
责任。

区图书馆“诵经典，品书香”活动走进色树坟社区

琉璃渠社区
加强隐患排查 防止煤气中毒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茹）近日，东
辛房街道石门营二区8号楼门口的
改造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圆满解决
了居民出行不便问题，得到了居民
的认可。

东辛房街道石门营二区8号楼
单元门正门口原设计为一组停车位，
步道原设计是从停车位两侧进出但
相对绕远，每当楼门口的停车位停满
车后，会造成居民很大的出行不便，
居民多次到石门营二区筹备组反映
情况，石门营二区筹备组将这一情况
反馈给小区物业，多次督促物业进行
整改，但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石门
营二区筹备组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东
辛房街道社区专员。

据了解，东辛房街道为加强街
道管理体制改革，在街道设置了社
区建设、城市管理、平安建设和民生
保障4个社区专员，主要职责是指导
社区党建，了解和及时发现社区问
题，提出处理意见，为街道决策参考

提供依据。
东辛房街道社区专员了解石门

营二区筹备组反映的情况后，集体到
现场进行查勘，发现物业不愿意改动

的原因除了是要花费资金外，最主要
是担心停车位因此而减少。社区专
员通过现场丈量和设计，决定将8号
楼单元门正门口的其中1个停车位
用作8号楼出行不再停车，减少的1
个停车位通过调整楼门口两侧的车
辆停放方向得以保障，这一方案得到
现场居民和物业的一致同意。物业
公司第二天就启动施工，目前石门营
二区8号楼门口的改造工作已经全
部完成。修改完步道，老百姓出行方
便了，不用绕远了。居民们都纷纷表
示，社区、街道为百姓办了件实事、好
事，“接诉即办”真是一说就管用，马
上就有人办。

东辛房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工作将探索“分级化诉”工作
机制。同时邀请经常拨打12345电
话的市民对街道城管执法队、食药
所等部门现场执法进行全程监督，
争取市民最大程度的谅解和支持，
减少电话投诉量。

本报讯（记者 闫吉）这两天，
我区气温大幅下降。为提高煤火
取暖的百姓安全防范意识，防止
发生煤气中毒事故，龙泉镇琉璃
渠社区居委会及时在辖区进行安
全隐患排查。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走访了
几户家庭，工作人员现场检查了
炉具、烟筒、弯头、烟道、通风设
施的安装情况，查看了安全提示
的张贴情况，向居民发放了预防
煤气中毒相关知识材料，并查看
一氧化碳报警器使用情况，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向居民告知整
改方法。

龙泉镇琉璃渠社区居委会工
作人员说：“预防煤气中毒工作是
重点工作，每年冬天我们都会入
户进行宣传检查，特别是针对独
居老人，孤寡老人，还有残疾人进
行检查，防止煤气中毒事故发
生。在此提醒煤火取暖用户，大
风天气要随时检查烟道，防止烟
道灌风，要保持屋内通风，正确使
用一氧化碳报警器，避免发生煤
气中毒事故。”

本报讯（通讯员 李迎杰)为进一
步宣传弘扬和传承永定河文化，加
强北京永定河文化带文化建设，近
日，在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和龙泉镇
的支持下，区作家协会与地处永定
河畔的百年老校三家店小学共同举
办了“诗韵永定河”诗歌朗诵会和永
定河文化采风活动。

三家店小学始建于 1914 年，

校址原是京西皇家琉璃商建设的
山西会馆，近年来，学校立足于地
域文化的发展，以“古朴典雅、彰
显厚重历史积淀”“高雅近正、蕴
含绿色生态发展”为定位，提出了

“温文尔雅”的办学理念。经过百
年的教育积淀，学校的文化气息愈
加浓郁。

活动中，区作家协会的会员

和三家店小学的师生们共同朗
诵，朗诵的诗歌为区作协会员原
创的《献给永定河的歌》《生命的
河流》《壮哉门头沟、大美永定河》
《三家店印象》《我想听永定河的
金戈铁马》等感情真挚、诗意盎然
的诗歌作品。朗诵者声情并茂，
使诗歌作品或如涓涓流水润泽心
灵，或如大江东去波澜壮阔，极富

感染力。
现场观众被带入了诗的意境，

感受到永定河的魅力与磅礴。年
逾古稀的三家店小学老校友闫庆
源触景生情，即兴作诗一首，并登
台朗诵，引来热烈的掌声。由区作
协主席马淑琴专门为三家店小学
创作、三家店小学师生集体朗诵的
《百年颂歌》将朗诵会推向了高潮。

近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
药品稽查大队根据案件摸排线索，
联合区公安分局在我区某小区内，
打掉两个非法收售药品黑窝点。

执法人员现场扣押 170 余种
药品，合计人民币14万余元，并当
场对以上药品进行了查扣，协助
公安部门抓获犯罪嫌疑人３名。

经进一步调查发现，此案为
当事人在住址周围小区和车站等
人员密集地散发小广告，广告上
注明高价收药，并把所要回收的
药品名称罗列在小广告上，收来

的药品通过手机上网，利用“双
11”消费高峰季，在网上销售，获
取巨额利润，是运用信息化手段
谋取非法利益的典型案例。

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药品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是重
大的民生和公共安全问题。下一
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深化行
刑衔接，保持与公安联动，从严从
快查办药品违法案件，确保人民
群众利益不受侵犯。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本报讯（通讯员 王福冬）为了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挖掘和学习
国学经典中的道德价值，近日，区
图书馆“诵经典，品书香”活动走
进王平镇色树坟社区，为居民上
了一堂生动的文化课。

活动中，来自区图书馆的老
师给大家分享了读书的乐趣及读
书的技巧，让读书成为当下一种
积极向上的生活习惯。随后老师

又现场诵读经典的古诗词，让大
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国学经典
的文字美、意境美和韵律美。

参加活动的居民纷纷表示，
通过参加“颂经典，品书香”活动，
不但丰富了大家的业余文化生
活，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质，还加
深了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感悟和认
识，了解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激
发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

本报讯（记者 马燊）近日，北
京峰宇防雷有限公司和北京仁爱
慈善基金会分别为我区环卫工人
献上爱心，感谢他们不辞辛苦的
劳动和甘于奉献的精神。

北京峰宇防雷有限公司的工
作人员为作业人员送去了羊绒围
巾，并对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表
示感谢。

北京仁爱慈善基金会也利用
“心栈”项目，在今年供暖季期间，专
门为我区环卫工人提供50杯暖心
粥。环卫工人可以每天早上7点至

8点，到中昂小时代广场免费领取。
一名环卫工人告诉记者：“不

仅是粥暖，我们的心里更暖，我们
愿意与这份爱心一起，更加努力
的工作，为我区的环境做出更多
贡献。”

区环卫一队副队长李红军
说：“社会各界献出的爱心，对环
卫工人来说既是肯定，又是鼓
舞。我们会不断提高工作标准，
以更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环
境保护工作，为市民出行创造干
净、卫生、整洁的城市环境。”

爱心化冬寒
用温情慰劳一线环卫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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