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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民生

月季园东里社区
做好社区居民的“跑腿员”

主
动
协
调
清
理
废
旧
物
品

消
除
社
区
安
全
隐
患

彻
底
清
理
化
粪
池

解
决
管
道
堵
塞
难
题

清理中

▲

▲

清理前

信园社区
当好社区“守门人”疫情不退我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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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 争第一

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龙泉镇强化“接诉即办”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大峪街道爱心接力小分队共抗疫情传递爱

加强春季果树管理
确保果品增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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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宋歌）“您好，
我是咱们社区爱心传递小分队的成
员，这是您的快递，请拿好。等您解
除居家观察后，也欢迎您加入到我
们的小分队。”大峪街道德露苑社区
爱心接力小分队成员许超鹏送完快
递，拿起随身的消毒瓶，对这家居家
观察人员大门口熟练的喷洒起消毒
液。

许超鹏之前也是居家观察人
员，他从外地返京回来，大峪街道给
他送来了健康安心礼包，里面消毒
液、口罩一应俱全。社区工作人员
还帮忙送快递、外卖。他说：“我家
住在5层，社区工作人员天天爬楼
为我服务。特殊时期，大家都不容
易，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帮助。我现
在解除居家观察了，加入到爱心传
递小分队，要把这份爱心传递下
去。”

据了解，像德露苑社区这样的
小分队，大峪街道其他社区还有很
多，他们都是大峪街道爱心接力小
分队的一份子，成员由已经解除居
家观察的人员组成，有公司职员、有
大学生、还有退伍军人，主要工作内
容是“接力”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将
社区干部为他们付出的爱心和奉献

精神继续接力传递下去，在社区形
成共抗疫情、共克时艰的浓厚氛围，
真情回馈社区。

龙山三区社区的爱心接力小分
队的成员，已经发展壮大至21人，
党委特意组建了微信群，成员可以
在群内进行爱心接力的服务申报，
为了便于统一管理，成员们在平日
反哺社区的基础上，社区党委统一
在周五开展爱心接力志愿服务活

动，让服务力量更加集中，服务水平
更加高效，大大提升了社区疫情防
控能力，极大的带动了社区志愿者
的踊跃加入。

月季园一区社区爱心接力小分
队成员陈少康、牛治钢、刘俊明、官
承波，这4个人在观察期内，看到社
区党员群里每天在发值班照片，也
想值班出力，但是因为在居家观察，
就很着急，他们的解除日期刚到，就

马上报名参加社区的值守任务。社
区的党员工作群实行值班接龙报
名，值守时间是每天晚上8点到12
点，陈少康看哪天没有人值守，就会
马上报名顶岗值守，他说：“我要为社
区居民服务，为社区贡献一份力量。”

通过这次疫情，他们感受到了
社区工作人员的无私付出，在疫情
防控关键期内，这些接过接力棒的
爱心人员们，将14天里面接受到的
帮助，全部转化为服务大家的动力，
在社区卡口的值守队伍里，在为居
家观察者提供跑腿服务的过程中，
在承担公共区域环境卫生消杀时，
他们用身体力行的延续，践行着爱
心的承诺。

截至目前，大峪街道爱心接力
小分队成员已达到65人，参与社区
疫情防控工作超过200人次。有利
地促进了社区的良性运转和服务水
平的上升，营造了创建文明社区的
良好氛围，在辖区的各个楼门、各个
角落，都充满着服务和奉献。

“我相信疫情很快就会过去，我
们的爱心接力小分队在疫情过后，
将会继续投入到服务社区困难群众
工作中去……”德露苑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孙云鹏说道。

本报讯（通讯员 任丽媛）为了加强社区进出入人
员管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3月 13日，城子街道
龙门三区社区第二代居民出入证正式投入使用。第
一代出入凭证将失效，居民需要办理第二代出入证方
可进出小区。

一大早，社区各个防控值守点的工作人员就开始
紧锣密鼓的忙碌起来。除了要做好必要的防控值守
工作，为进出人员检测体温、登记进出人员信息，检查
居民出入证件和车辆通行证等，工作人员还现场制作
并发放第二代居民出入证。

工作人员对照户籍册核查居民信息，复印身份
证、盖章、剪裁、套壳、回收第一代居住证、领取登记，
大家分工合作有序为居民发放出入证。龙门三区社
区第二代居民出入证正面为蓝色，上面标有社区名称
和电话，盖有社区公章，背面为黄色，印有身份证复印
件，盖有社区疫情防控专用章。

居民办理第二代出入证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以
及之前申领的第一代居民出入证来到值守点位，经工
作人员核实住户信息无误后为其办理。考虑到领证
现场有可能会出现人员聚集，不利于疫情防控，社区
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并通知居民错峰领取。

居民们纷纷表示，有了这张第二代通行证，龙门
三区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将更加细化、便捷，居民安
全也得到了进一步保障。

疫情期间，及时掌握返京人员的情况十分重要。
第二代出入证的推出能有效杜绝外来人员进入小区，
真正做到一人一卡、专卡专用。同时，还能准确核查
辖区住户情况，完善社区户籍册信息，对小区封闭式
管理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本报讯 疫情就是命令，永定
镇信园社区的社区干部们将初心
和使命践行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全力做好防控疫情的“守门人”。

疫情初期，该社区按照一车一
证及时制作了车辆出入证，按照
一人一证制作了人员蓝黄双色出
入证。另外，为加强和方便对出

租房屋人员的管理，加强严守“防
疫大门”，信园社区党委副书记、
居委会主任李广通主动担当社区
夜班值勤，寒风中检查车辆、登记
人员，因连续高强度工作，血压高
压至180多，他却只是默默地吃着
降压药独自坚持。居民们得知
后，纷纷劝他休息，但是他却说：

“我不是白衣天使，但我也是逆行
者，是一名中共党员，守好防疫大
门是我的责任。”

该社区为了加强管理，安排社
区工作人员包户到人，对社区内的
生活困难人员、独居老人的动态，
随时掌握一手情况。随着节后返
京人员增加，疫情防控到了关键的

时候，他们组织人员为自我隔离人
员取快递、运送生活物资、清理垃
圾。同时，还贴心为隔离人员提供
营养餐单。此外，他们组建了隔离
人员微信群，及时了解他们的生活
需求，并时常与他们拉家常，缓解
他们紧张情绪，使隔离人员时刻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本报讯（记者 陈凯）龙泉镇
围绕 12345 市民热线，将“接诉
即办”机制前置，围绕民生关切、
无物业小区管理、卡口管控等方
面的诉求，做出快速响应。

该镇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成员
对当日疫情诉求案件进行分析，
对涉及卡口防控、公共场所消毒、
居家隔离措施等方面较集中的案
件和地区进行分析研判，将存在
的问题列为“每日工作重点提
示”，举一反三，为下一步村居及
时改进防控工作提供指导。成立
工作专班，建立“部门科长+值班
班长”负责机制，组建疫情防控一
级响应工作组，该镇分中心全天
候安排人员值守，充分利用“龙泉
智慧小助手”APP，实现镇、村
（居）派单、接单无缝衔接，实现
24小时全天候诉求快速响应。

同时，进一步查漏补缺盲
点、细化管控措施。充分发挥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

制，对涉及跨地区、跨部门等复
杂问题，认真研究、精准施策，召
集合办。同时主动作为，及时了
解辖区矛盾、问题、隐患，抓早抓
小，力争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此外，该镇加强社区封闭式
管理，提升物业服务水平，龙华
恒业物业公司为峪新社区、峪新
16号楼安装智能电动门，进入人
员需持卡进入，提升社区安全系
数。大峪村、辖区物业联合封闭
坡头地区多个路口，只保留一个
出入口，优化卡口管控，确保此
地区防控无死角。发挥“街乡吹
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联系区
水务局，修缮东辛房车站附近雨
污合流管线破损，防止污水流入
河中的问题。高家园新区社区
与物业共同协调，联系废品回收
人员对社区2号院3号楼旁堆放
物品进行现场有偿回收，美化环
境，消除安全隐患，得到居民们
一致点赞。

本报讯（记者 杨铮）随着天气
逐渐变暖，雁翅镇青白口村的苹
果园又到了剪枝期。果园里，果
农们正在给果树剪枝并涂抹愈合
剂。

剪枝是果农每年的第一项工
作，果农们将相近或缠绕的树枝
剪断，并涂抹愈合剂，为日后产果
提供空间和保障。

雁翅镇青白口村果农说：“剪
枝结束后，我们要做的就是给果
树找病、防虫和施肥。等到 5月开
花结小果后，进行梳果和套袋，套
袋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农药污染果
品，保证苹果的无毒无害，差不多

到 10月份左右，苹果就成熟了。”
据了解，雁翅镇青白口村的

苹果将于 4 月份开花，到了 10 月
份，果园内的苹果将相继成熟。
目前，全村共有 500 多亩苹果树，
预计产果量近 10万斤。

雁翅镇青白口村两委委员魏
东说：“疫情期间，果农最大的问
题就是农药和肥料的采购，目前，
我们正在积极的协调，保证果农
们在春耕的时候不会耽误使用。
等苹果成熟以后，村委会还会积
极的给他们找销路，像往年一样，
都让大伙儿卖出去，能有一个好
的收成和收益。”

本报讯（通讯员 代萌）近日，
大峪街道月季园东里社区工作人
员接到社区80岁独居周大爷的电
话，周大爷常用药没有了，自己又
不方便去医院，安排好工作后，工
作人员就直奔医院帮周大爷开药
去了。

疫情当前，防控最为重要，为
打通疫情防控“最后一公里”，社
区工作人员充当起了“专业跑腿
员”，为因疫情防控不便外出的居
民、居家隔离人员、孤寡老人代购

代买生活用品、食品、药品。
社区居家隔离人员每天的食

品、日用品都由社区工作人员帮
买帮送，所以每当吃饭的点是最
忙的时候，居委会专门会留人听
电话准备“派送”。

月季园东里社区负责人表
示，社区将继续做好居民群众的

“跑腿员”和贴心人，尽可能减少
居民与外部人员更多接触，减少
交叉感染，切实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近日，区城市管理指挥
中心网格巡查员在日常巡
查中发现，部分小区角落
及楼道里存在堆放废旧物
品情况。经了解，由于废
品收购人员因疫情管控无
法返京，市民平日收集的

废旧物品无处消纳，造成大
量堆积。

为了避免疫情传播风
险，消除安全隐患，区网格
巡查队主动联系属地社区
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商讨解
决办法，最终联系上一家废

品回收公司上门进行
废旧物品回收。

3 月 13 日上午，
区网格巡查队在龙门
二区社区居委会、村
委会及瑞祥龙物业
公司的支持和通力
配合下，对社区废旧

物品进行了集中清理，并
对周边环境进行了整体消
杀工作，社区环境得到了很
大改善。

据了解，在区网格巡查
队开展废旧物品清理专项
行动中，先后对中门寺南坡

小区、倚山嘉园、中门家园、
高家园新区、龙门二区、梨园
社区、迎辉南苑、大峪花园小
区8个小区开展了清理工
作，累计清理10余卡车、近2
万斤的废旧物品，得到了广
大居民的认可与好评。

下一步，区网格巡查队
将继续加强巡查，将巡查情
况积极与社区进行反馈，根
据实际情况协助做好废旧
物品清理、回收工作，为社
区百姓提供良好居住环
境，为我区疫情防控工作
贡献一份力量。

家住大峪街道大峪南路社区33号楼5单元2层一住户反
映，自家下水管道堵塞，返水严重，推测是楼外化粪池堵塞无
人清理导致，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大峪街道接诉后，城管科工作人员立刻前往现场核查。
经了解，为降低疫情交叉感染风险，区环卫中心减少了社区
化粪池的清掏频次，但由于近期社区居家人员较多，导致化
粪池满溢，大峪街道立刻”吹哨”区环卫中心进行清理。

由于需要暂时停用自来水，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微信群及
张贴告示的形式，告知社区2栋楼近百户家庭提前做好水源
储备工作，并为居民提供临时供水点。区环卫中心经过近10
小时的时间，清掏出八罐车的污物，并将社区内所有的化粪
池污水井连接处进行了全面疏通，彻底解决了管道堵塞问
题，随后及时恢复了正常供水。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 处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