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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镇举办第二届公益微创投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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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坡社区开展安全检查

城子街道120名居民“比舞”

感染身边伙伴 培养志愿组织

区市场监管局

把关辖区首家豆制品生产企业
近日，清水镇新开办一家豆

腐生产企业，同时也是我区的首
家豆制品生产企业。为保障食品
生产安全，让老百姓吃上安全卫
生的放心豆腐，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该企业开展系
统全面地监督检查。

本次严格按照全项目检查表，
重点检查企业人员管理、检验室硬
件配置和出厂检验、库房温湿度控
制、消毒设施设备配置和使用、作
业指导书参数与工艺流程图的一
致性、生产记录的完整性等。

经查，该企业对现场核查时
发现的问题已基本整改到位，现
已基本达到安全生产标准。但在

此次检查中还是存在原料库房分
区不合理不利于原料存放、留样
冰箱应区分冷藏和冷冻条件分开
管理等小问题，要求该企业立即
整改。

通过本次系统检查，帮助企
业进一步理顺食品生产流程，排
除生产隐患，强化企业食品安全
主体意识，有利于督促该企业合
法合规生产，确保产品合格，为保
障辖区食品安全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同时，为深山区丰富低收入
户增收项目，打赢低收入户增收
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
坚实基础。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本报讯（通讯员 梁盼）近日，龙
泉镇召开第二届公益微创投项目大
赛结项评审会。本次公益微创投项
目大赛共入围了14个社区项目。

在评审过程中，专家老师针对项
目团队的项目实施、项目服务、项目
绩效、社会效益、财务管理等指标进
行综合考量，根据专家打分最终评选
出金、银、铜奖。此外，项目督导组根
据社会影响力、项目创新性、公众参
与度等维度进行考核，分别颁发了突
出贡献奖、最佳创意奖、希望之星奖、
文化传承奖和“创城”杰出行动奖。

据了解，公益微创投大赛是调
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一种方式，
是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以居
民骨干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的社区治理模式。通过微创投大赛
平台，居民的需求得到了及时满足，
使居民对公益的认识和理念越来越
清晰和深刻。

龙泉镇各社区公益微创投项目
实施这几个月来，西山艺境绿色志
愿者服务队环保项目鼓励居民在日
常生活中积极探索废品再利用的妙
招，传播绿色环保生活理念。西山
艺境绿色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们开展
了以“废旧物品的妙用”为主题的微

创投项目活动。活动室内，聚集了
一些热爱环保的社区居民。他们每
人手里拿着从家里带来的废品。在
老师的讲解和引导下认真的研究手
中废品的材质和形状，并跟着老师
的讲解步骤开始各自的手工制作。
他们像是在做什么宏伟的工程一
样，每个人脸上认真的神情深深的
感染着身边的伙伴。在大家的认真

努力下，一个个精美的手工作品展
现在众人面前。居民纷纷感叹：“原
来，废旧物品还可以做成这么漂亮
又实用的东西。”每个人脸上洋溢着
自信的笑容，满意地欣赏着各自的
作品。

随着社区独居空巢老人数量的
不断增加，独居老人已经成为了社会
不可忽视的重要对象。让独居老人

过幸福晚年，需要家庭、社会各方面
的关爱与支持。梨园社区“情系夕阳
阳光助老”服务队为老服务项目对社
区独居老人的需求做出了回应。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
爱老、助老”的优良传统，梨园社区

“情系夕阳阳光助老”服务队的成员
们开始了“走访入户量血压，关爱老
年人”主题活动。他们穿着红马甲，
拿着血压仪器，为社区每个空巢家
庭送去温暖。他们入户给老人们测
量血压的同时，还通过聊天了解老
人们的身体状况和服药情况并认真
做着档案记录，以便于回访时及时
了解详细情况。量完血压做完记录
之后，志愿者们坐下来陪老人聊天，
倾听老人的琐事与烦恼，在不经意
间了解其身心健康。

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社区
社会组织各显神通，尽其所长，为社
区建设和治理发挥着积极作用。社
区的改变离不开这些坚守在公益服
务岗位上的志愿者们。同时，我们
需要培养更多的社区社会组织和自
组织发挥作用。通过自组织的培
育、团队微公益创投项目化运行的
方式，把自组织、骨干打造成居民当
中的“带头人”。

本报讯（通讯员 姚迪）近日，为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工
作，雁翅镇联合区便民服务业协会，
组织志愿者到下马岭村开展“门头
沟热心人”在行动志愿服务活动。

虽然活动当天气温较低，但依
旧挡不住村民们参加活动的热情，

还未到活动开始时间，现场就坐满
了前来参加活动的村民。

活动现场，创城办工作人员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门
头沟热心人”精神内涵、当好“创城”
宣传员、当好文明示范员等多方面
详细讲述了《致雁翅镇人民的一封

信》《“创城”宣传折页》的相关内容，
并在活动现场发放“创城”宣传品
200余份。

在详细了解群众需求的前提
下，志愿者们为群众提供理发、修理
小家电、配钥匙等志愿服务项目，受
到了群众的欢迎。

据了解，这是该镇联合区便民服
务业协会志愿服务的第5个村庄，活
动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为百
姓提供了优质的志愿服务，更是该镇
深化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弘扬志
愿服务精神，提升辖区内文明程度的
一项重要举措。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近日，
城子街道“全城齐共舞共创新时
代”广场舞比赛在该街道文化中
心举行。

9 支 参 赛 队 伍 先 后 登 台 展
演，精彩纷呈，赢得了现场评委
和观众的阵阵掌声。《阿里西里》

《和谐家园》等节目将活动推向
了高潮。

观看比赛的观众说:“看了这
次广场舞比赛，觉得选手们跳的

特别棒，他们用优美的舞姿和灿
烂的笑容展现了健康向上积极的
生活方式。”

据了解，本次广场舞比赛共
有 120 名队员参加，来自华新建、
蓝龙家园等社区。经过激烈角
逐，华新建社区表演的《多嘎多
耶》获得一等奖。

本次广场舞比赛掀起了街道
文化活动新热潮，进一步丰富了
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马欣）为进一
步加强冬季火灾防控工作，坚决遏
制平房出租房屋火灾事故的发生，
全面提升辖区居民消防安全意识，
2019年12月25日，大峪街道龙坡
社区对该社区77户平房及出租房
屋进行了全面的安全检查。

检查过程中，针对平房易出
现的各类火灾隐患、安全隐患，重
点对是否存在违规及存在易燃易
爆危险物品；是否有违规用火、用
电、用气情况；平房院内、胡同内
是否存在有杂物堵塞安全出口；
是否存在违规停放电动车及充

电；煤火取暖的用户是否安装了
一氧化碳报警器；煤炉摆放处是
否通风等情况进行了检查。对于
检查中发现的私拉电线，乱停放
电动车及不正确使用煤炉等现
象，检查组当场向居民及出租房
屋房东、租户指出并告知如何整
改，要求居民尽快对家中存在的
安全隐患进行整改，确保家中不
发生火灾或煤气中毒等事故。

龙坡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近期
将会对存在问题的住户在进行整
改后的走访，并在后期工作中重点
加强消防安全、防煤气中毒宣传。

市民反映，长安街
西延道路（金安路）
992路上岸东站处未
设置人行横道，周边居
民坐公交车需要绕行
大约1公里才能到达
车站，不少市民为了节
省时间冒险翻越护栏，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希望能够尽快解决。

区城管委接到市
民诉求后，立刻前往
核查。经查，市民所
反映的992路上岸东站位于长安街
西延道路（金安路），为市属道路，施
工单位为市公联公司，于2019年9月
29日开放交通，开放后成为我区新城
与石景山古城地区重要接驳线路，周
边有西长安壹号、华润悦景湾、翡翠
长安等新建社区及长安天街购物中
心。北京市公交集团于2019年10月
10日调整992路公交车线路，于长安
街西延道路（金安路）上岸东站增设

南北两处公交站点。由于长安街西
延道路（金安路）上岸东站东侧将新
建一条南北向的道路为金沙街，金沙
街与长安街西延道路（金安路）垂直
相交，设计为灯控十字路口，该项目
计划完工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目
前，长安街西延道路门头沟段（金安
路）与金沙街道路工程路口的中央护
栏按照封闭处理，未预留交通信号灯
与行人过街人行横道。

区城市管理委随即召集区交通支
队、市公联公司、永定镇等相关单位召
开协调会。会议决定，为方便市民换
乘992路公交车，由区城市管理委在
992路上岸东站东侧提前实施金沙街
道路工程人行交通信号灯，以供市民
安全穿行长安街。

目前，该人行横道已开放使用，满
足了周边市民出行及搭乘公交需求，
消除了出行安全隐患。

大峪街道月季园
二区因前期大风天气，
发生过楼顶外墙皮脱
落砸坏私家车问题。
社区党委、居委会高度
重视，及时向大峪街道
递交了《关于月季园二
区楼顶屋脊破损、天窗
板坠落的安全隐患情
况说明》，申请专项资
金对本社区存在隐患
的屋脊、天窗进行了全
面的安全隐患排查及
全面整修。此次，共对
12栋楼房、33个单元
楼进行了整修，清理了
已脱落和即将脱落的天窗板
11块，对16个天窗进行了加固
处理，有效避免了因天窗板脱
落引发的高空坠物现象再次发
生，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随着“接诉即办”工作的
不断开展，大峪街道月季园二
区始终以居民诉求为出发点、
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围绕群
众的痛点难点焦点，及早发现
问题，提前研判谋划，主动开
展工作，凡事都想在前头、走

在前面、干在实处，实现由“接
诉即办”向“未呼先应、未诉先
办、主动治理”的转变，省去拨
打“12345”环节，居民直接向
居委会求诉。居委会的工作
人员平日也会定期巡查，主动
查询问题源头，寻找居民们需
要解决的“难题”，让问题及时
发现并解决，不断为居民提供
优质服务，打造和谐宜居的幸
福社区。这种主动服务，将
为人民服务工作主动前置，

提前发现问
题 ，提 前 解
决问题，“未
诉 先 办 ”相
比“接诉即办”，无论是从工
作形式还是服务意识，都有
一定程度的提高，让服务群
众的“哨声”提前吹响，提升
了城市精细化管理“最后一
公里”治理水平,将服务的主
动性发挥到位，切实提升了
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茹）
近日，东辛房街道举办“寻
找东辛房”——老照片展启
动仪式。

东辛房街道利用近一
年的时间，向区摄影家协
会、辖区居民等多方征集了
100多幅各个时期该街道拆
迁前的辖区旧景及居民家
庭老照片。展览根据内容
将其分为昨天、今天、拆迁、
大事件等板块向大家进行
展示。

此次活动对于东辛房
地区的居民们来说，是一
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历
史的记忆是岁月的见证，
是 一 个 地 区 发 展 不 断 进
步，走向美好生活的证明，
踏着历史的足迹，寻找着
东辛房地区不同时期的风
土人情、地区风貌，并用照
片的形式得以展现。

东辛房街道相关负责
人表示，一张张老照片从发
生到结果只是转瞬之间，但照片抓住的、记录的
内容却是岁月发展中永不磨灭的记忆。通过这

些老照片，传播我们传统的家国情怀与怀旧文
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抒发了东辛房地
区居民的爱祖国、爱家乡、爱东辛房的情怀。在

今后的工作中，街道工委、办事处将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凸显地区文化底蕴，积极推进文明街道、
活力街道、宜居街道、平安街道建设。

在老照片中“寻找东辛房”

处置后▲

我区举办
第七届小学英语节展演活动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近日，

以“聚焦素养 绽放精彩”为主题的
第七届小学“英语节”展演活动在
区少年宫举行。

全区12所小学的学生们先后
登台表演，《狐假虎威》《滥竽充
数》《三打白骨精》等集知识与趣
味为一体的英语话剧精彩绝伦。
小演员们的表演极具张力，灵动
的肢体语言，传神的表情，以及流

利的英语口语，将剧本演绎得淋
漓尽致。

参加表演的演员说：“这次
我在舞台上用英文进行话剧表
演，锻炼了我的口语能力，我感
到非常自豪，以后会更加努力学
习英语。”

本次活动促进了学生们学英
语、用英语、爱英语的热情，营造
了浓郁的学英语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