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本版编辑/李继颖 ■ 美编/潘洁

2019年12月18日 星期三

华油燃气工程部经理
王磊说：“这个项目是今年
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我
们公司积极落实区委、区
政府要求，施工过程中在
保证管道施工安全的前提
下，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据了解，东辛房街道
西山、新东山小区最早的
楼房建于上世纪50年代，
共计18栋楼，500余户居
民。目前，新东山小区全
部4栋楼100余户居民家
中已经正式通气。西山社

区天然气管道铺设工作将
于年底前完成。

区城管委能源运行管
理科黄伟介绍，这两个小
区距离市政管线比较远，
按正常接入，需要很长时
间，经过该委和东辛房办
事处的大力推进，华油公
司的全力配合，新东山小
区已经全面开始通气。
同时，提示各位居民，现
在西山正在管道施工，如
果有车辆通行请绕行，注
意安全。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今
年，区政府把改善老旧小区居
民用气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
目，目前部分老旧小区居民已
经用上了天然气。

家住东辛房街道新东山
小区的梁淑贤，正在用刚接
通的天然气为家人做饭。多
年来，家中一直用瓶装液化
气做饭，每次更换液化气的
时候费时又费力。接通了天
然气，日常生活中可是省了
不少事。

一位居民说:“一拧阀门
就能用到火，而且火力也大，
炒菜也快，我们不用再到很远
的地方去运煤气罐了，方便了
我们的生活。”

省力、安全，相比于瓶装
液化气，天然气优势明显。记
者在东辛房街道西山社区看
到，天然气室外管线施工正在
进行，大型机械对铺设天然气
管道的沟槽进行修整作业，工
人们及时清理渣土，确保不产
生扬尘。

老旧小区居民用上了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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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村居养老驿站 提供优质养老服务

道路不平车难行
整体修复变通途 近日，大台街道

陆续接到市民反映积
雪影响出行诉求 10
余件。

由于大台街道地
处山区，积雪不容易
融化，对居民出行造
成 极 大 的 安 全 隐
患。为了减少降雪
对安全交通出行的
影响，排除雪天道路
的安全隐患，街道机
关干部、各社区党支
部、居委会结合居民
诉求立即启动扫雪
铲冰紧急预案。辖
区各社区按照职责
分工，分楼包片到社
区内扫雪铲冰，社区
党员、志愿者、居民
看到基层干部们主
动作为，也纷纷拿起
扫帚、铁锹主动加入
到扫雪队伍。对主要道路结冰、积雪
进行清理，同时结合居民诉求进一步
加强了对小区楼门、平房院落等，周
围居民出行经常路过的小路进行扫
雪铲冰工作。高效的扫雪铲冰行动

确保了辖区居民出行安全和环境秩
序整洁。各社区共组织发动社区党
员、志愿者、居民等参与扫雪铲冰活
动，共计500余人，保证了辖区居民
的出行安全。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社区举办贝壳制画活动社区举办贝壳制画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刘莉）为加
强冬奥会的宣传，近日，大峪街
道龙三社区举办“新时代文明实
践——贝壳制画活动”。共 50
余名家长及小朋友参加。

工作人员通过破冰游戏“一
枪打四”、讲解冬奥历史发展
PPT、观看冬奥主题影片、现场
制作冬奥主题黏土，增强了大家
对冰雪运动的热情，提升了青年
对冬奥会的了解与关注。活动
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本次活
动收获很多，希望可以多开展这
样有意义的活动。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施工前▲

日前，市民反映，西苑路上有很多井盖高低不平，影响
行车安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进行修整。

区公路分局接诉后，高度重视，立刻责成相关科室
进行现场勘查。西苑路位于我区新城地区，道路呈南
北走向，北起葡山路，南至 108国道，周边有多个新建
社区，全线5公里路面范围设有500余座检查井，涉及
雨污水、燃气、移动、电信、歌华等多个单位，被周边市
民称为“井盖路”。区公路分局在安排养护单位对沉陷
严重的检查井加固的同时，主动担当、积极与上级主管
部门交通委相关处室沟通争取专项资金对路面进行整

体修复。
经过前期设计、招投标、确定施工及监理单位等手续

后，工程于10月中旬陆续进场施工作业。为了最大程度
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施工采取了错峰作业，同时统筹
安排白天作业，避免夜间施工扰民。目前工程已全部完
工，并投入使用。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区公路分局表示，今后，将继续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
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更多从群众的需
求出发想问题、做事情，力争做让全区人民满意的交通路
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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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举办第三届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
感受冰雪文化 乐享校园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宋歌）近日，
大峪街道在全国第二个宪法宣传
周之际，针对重点普法对象开展

“三送法”系列活动，在宪法日宣
传周上全面掀起普法高潮。

送法进军营。大峪街道组织
律师到辖区某部队开展国家宪法
日宣传，律师为官兵带去了精彩
纷呈的以案释法讲座，突出宣传
宪法及相关法律关于军人履行职
责、军属权益保障。另外，还为官
兵们的法律问题提供详细解答。

送法进校园。大峪街道在育
园小学开展国家宪法日宣传，结合
宪法及“唱响国歌 守护国旗 致敬

国徽”主题，开展多个活动：一是全
体学生朗读一段宪法；二是上一堂
宪法知识法治课；三是办一场法律
知识竞赛。通过开展参与度高、具
有仪式感的宪法宣传活动，培育青
少年学生的宪法意识、国家意识、
规则意识。

送法进社区。在整个宪法宣
传周上，大峪街道面向辖区居民，
陆续开展10余场“送法进社区”宣
传活动，针对社区群众法治需求
和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集中宣
传、播放法治微电影、律师以案释
法讲座等多种形式，在辖区内营
造起浓厚的学习宪法氛围。

本报讯（记者 安振宇）为进一
步丰富老年人的生活，近日，王平
镇安家庄村开设了新的养老服务
驿站。

中午12点，驿站餐厅里，很多
老人正在吃午餐，红烧鱼块、西红柿
鸡蛋、炒白菜荤素搭配，主食以米饭

和面食为主。工作人员为每一位老
人打饭，老人们取完餐后围坐在一
起吃饭聊天，其乐融融。

一位村民说：“开启老年驿站，
我们盼望已久，在这里不但让我们
吃上可口的饭菜，还能跟朋友们沟
通聊天，非常高兴。”

据了解，目前已有50多位老人
在养老驿站用餐，每人每月餐费
300元。此外，驿站里还设有图书
室、活动室，工作人员还会定期组织
老人开展文娱活动，丰富老人的精
神文化生活。

安家庄村第一书记谷秀纲说：

“安家庄村地处偏远，老人较多出行
不便，为了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我
们积极申请了养老驿站的建设，并
于今年建成。老人在驿站内有的
吃，有书看，养老驿站的成立，为村
里的老年人提供了优质的服务，我
们会继续把驿站办好。”

举办康复知识讲座
双峪社区

本报讯（通讯员 岳静）为进一
步改善社区环境预防控制疫病，
提升社区居民的自我防病保健康
意识，近日，东辛房街道石门营七
区组织社区居民开展“除四害”防
病保健康知识宣传，42人参加了
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干部详细讲
解了老鼠、蟑螂等四害的危害及

防治措施。同时，提醒居民们要
搞好室内外环境卫生整治，消除

“四害”滋生地、宣传普及“除四
害”和健康卫生等知识。

通过此次活动，大大提高了
社区居民群众的健康环保意识，
大家纷纷表示要从自身做起，共
同营造优美整洁健康和谐的生活
环境。

大峪街道

“三送法”点亮国家宪法日宣传周

解决群众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

开展“除四害”防病保健康知识宣传
石门营七区

本报讯（记者 安振宇）近日，
区教委联合区体育局，在八中京
西附小，开展校园冰雪文化节暨
第三届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本
次比赛共有旱地两项、旱地冰球、
旱地冰壶三个项目，分为小学组、
中学组和高中组三个组别。

冰球赛场上，小选手们“全副
武装”身着冰球护具，手持冰球
杆，驰骋追逐，你攻我守，紧张激
烈，精彩的对攻场面赢得了观战
师生们的热烈掌声。

一位参赛选手说：“我最喜欢
的项目是旱地冰球，这是个团体项

目，可以锻炼我们的团队协作能
力，还能增强队员之间的友谊。”

据了解，本次运动会共有19
所学校的200余名中小学生参加
比赛。通过开展冬季运动会，学
生们更加了解冰雪运动，感受冰
雪魅力。

区教委体卫艺科徐海军介
绍，通过组织学生们参加冬季运
动会，让学生了解冬奥会内容、规
则，更好的学习奥运精神和奥运
知识。同时，还能让学生们强健
体魄，增加相互配合，团结协作的
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段蓓）近日，
大峪街道双峪社区开展残疾人
康复知识讲座。30余名残疾人
及亲属参加活动。

活动中，来自尚润德康复
中心的老师，对肢体残疾如何
进行康复训练、用品用具的使
用方法及社会适应等基本知识
向残疾人朋友进行了详细的讲

解。活动结束后，康复师还在
现场向残疾人教授了简单的康
复训练动作。

本次讲座的开展，进一步提
高了辖区残疾人的康复知识水
平，帮助他们正确面对自身残疾，
树立了康复信心，使他们在这个
和谐的社会大家庭中能幸福快乐
的生活。

本报讯（记者 刘鹏）近日，
2019年度优秀社区志愿服务项目
评比会在社区服务中心举办。经
过前期筛选，来自我区各镇街的
11个志愿服务项目参加评比。

记者在现场看到，项目申报
单位采取PPT现场汇报形式，评
委按照项目意义、品牌特色、可持
续性、创新性等个方面进行评定。

最终，东辛房街道石门营四
区“志愿服务最后壹公里”项目获

得第一名。通过评比活动，展示
了各村居的特色志愿服务项目，
广大志愿者也交流分享了志愿服
务创新经验。

区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曹斌
斌说：“通过这个活动对各街镇社
区志愿服务项目开展的有突出特
色的给予肯定，对我区的优秀志
愿者进行鼓励和表彰，以此推动
我区社区志愿者在‘创城’工作中
发挥重要作用。”

志愿服务项目大比拼
交流分享提升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