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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民生

花粉浓度渐增高 做好防护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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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菜站开到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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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桃园社区更换污水管道

外卖小哥化身志愿者 参与社区防疫工作

梨园社区
开展家用电动车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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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协调现场

中门寺村防疫防火不松劲春耕备耕不误时
本报讯（通讯员 梁盼）近

日，龙泉镇中门寺村在紧抓
疫情防控不放松的同时，不
误农时，组织果农进行劳作。

在中门寺村的南山果园
里，开始焕发新的希望。放
眼望去，果农们忙着修剪枝
丫、嫁接果木，一幅战“疫”下
别样的“春耕备耕图”正在徐
徐展开。

近三年来，在村党支部的
引领下，在龙泉镇党委的支持
和指导下，借助区镇两级的专
项扶持资金，中门寺村不断打
造提升南山果园环境，如今千
亩果园已初现规模，除了传统
的杏树之外，还有桃、李、樱

桃、柿子、核桃等十余种果
品。春风拂面，中门寺村漫山
遍野的桃花、杏花次第开放，
花朵在青松翠柏的映衬下愈
发鲜艳，整个南山果园就像一
幅春意盎然的美好画卷。

为了进一步丰富果树品
种，今年开春，中门寺村还引
进了500多株李子接穗，嫁接
在山杏树上，于杏树芽萌动
前进行劈接。春分当天，几
名果农早早就来到果园，有
的锯木，有的切口，有的插
穗，有的绑实，完成了300多
棵杏树的嫁接。这些果农
里，有70多岁依然扛着锄头
不言退的老党员，有60多岁

怀揣一身手艺不休息的老技
术员，有刚刚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的生产小组长。他们
说，疫情以来，看到全村党员
群众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
共同抗击疫情，倍受鼓舞，也
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门
寺村增光添彩。

中门寺村在一手抓疫情
防控的同时，紧抓文明祭扫、
护林防火、春耕复产和环境
整治不放松，确保果园绿色
健康发展，待疫情结束后，吸
引更多市民前来采摘，进一
步打响中门寺村千亩果园知
名度，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增加村民经济收入。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龙
泉镇西山艺境社区针对居民取快
递难的问题，积极与物业公司协
商，安排专人负责小区每天快递配
送工作，满足疫情期间居民生活需
求，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社区门口，物业公司设立了
专门的快递配送点，工作人员按照
配送地址，对快递逐一进行登记和
分类，确保配送无误。

在每次配送前，工作人员还
会进行一次集中消毒，然后才将
快递送至居民家门口，由居民自
己拿走快递，实现整个配送过程

“无接触”。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每天快递量在 2000件左右，最
多时达到 2600 件到 2700 件。现
在共有 12名工作人员负责配送快
递，每天上午 9 时至晚上 6时进行
配送。对于当天送不到的快递，工
作人员将在第二天上午优先进行
配送。

据了解，西山艺境社区共有
2332户居民，疫情期间，社区实施

了封闭式管理，由于社区面积较
大，加上部分住宅楼离社区门口较
远，一些居民需要走很远的路到社
区门口取件。

社区居委会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积极解决实际问题，承担
起所有居民小区内快递配送工作，
实现快递配送无接触、全覆盖。

接下来，社区居委会还将结合
群众需求，与物业协商，为居民提
供更多的生活服务，努力维护安
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屈媛）东辛房街
道石门营七区社区居民孟玉淼，是
一名外卖派送员。疫情期间，他主
动向社区请缨，利用自己空闲时
间，投身于社区防疫工作中，用实
际行动为抗击疫情贡献出自己的
一份力量。

下午3点钟，刚刚结束了一天
工作的孟玉淼马不停蹄的回到社
区，穿上“绿马甲”，带上红袖标，来
到小区门口拿上工作人员还没来得
及配送的物品，装在他的摩托车
上。“我每天回家看着社区工作人员
特别辛苦，想着自己下了班也没什
么事，就想来为社区干点力所能及
的事。”孟玉淼边说边开始了他在社
区的“特殊派送”工作。

从2月份到现在，孟玉淼每天
都用自己的电动车坚持为社区居民
和居家观察人员派送快递和物品。

“我们家住6楼，没有电梯，小
孟这些日子天天跑上跑下的给我们
送东西，从来没有任何怨言，走的时

候还主动帮我把垃圾带下楼，特别
热心，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已
经结束居家观察的社区居民说。

居民每次跟他说谢谢的时候，
他都简单的回应一句“谢啥”，一句

简单的回应，不仅温暖了居家观察
人员，更是感动了社区的每一位工
作人员。

3月中旬的一天，外面刮起了
七、八级大风，因为电动车充电无法

骑行，为了不耽误居民接收生活物
品，孟玉淼便徒步挨家挨户为大家
派送物品。每次派送结束后，他又
即刻回到社区执勤岗位上，帮着工
作人员测体温、登记，投身到社区防
控工作中，诠释了“门头沟热心人”
的精神。

社区工作人员说：“石门营七区
社区总共有 3个院，小孟就来回
跑，来回送，有时候东西太多了，
他顾不上吃饭，也得先给大家都送
到家去，什么都帮我们干，特别让我
们感动。”

一个多月以来，孟玉淼已经数
不清自己派送了多少包裹、爬过多
少楼梯。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他
坚持每天到社区报到，这名“特殊派
送员”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中，为社区
居民注入了爱的力量。

孟玉淼说：“我是这个社区的一
员，能为社区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我很骄傲，疫情不退，我就坚持
到底，无论多难，我都绝不缺席。”

本报讯（记者 马燊）近日，有
市民反映龙泉镇梨园社区内有个
别市民违规私自从家中接线，给电
动车充电，电动车停在楼道内充电
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针对这一情
况，梨园社区立即启动了家用电动
车整治工作，还社区居民一个安全
的生活环境。

巡查人员在检查时发现有几
处违规充电的电动车，社区工作人
员找到车主，将违规充电的危险性
告知了车主，并要求车主将电动车
送到充电车棚。梨园社区党委书
记安秀菊说：“在百姓诉求上，我们
依托社区网格员，能够精准的对接
百姓诉求，根据百姓需要，从根源
上解决困扰百姓的问题。今后，我
们还要在‘未诉先办’上下功夫，百
姓们诉求少了，社区也就和谐了。”

据了解，自“接诉即办”工作启
动以来，梨园社区以问题为导向，

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作用，成功为
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仅今年1
至 3月，梨园社区就接办诉求72
件，诉求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均
达100%。

记者了解到，梨园社区“接诉
即办”工作取得的成果，一方面是
因为社区居委会与居民共同的努
力，另一方面也是龙泉镇对辖区村
居提出的严格要求。

龙泉镇镇长刘学介绍，自“接
诉即办”工作启动以来，龙泉镇立
即制定了快速响应机制和考核机
制，层层压实责任，细致梳理分类，
最大限度解决百姓诉求。把百姓
诉求放在首位，才能做到有的放
矢，该镇会力争做到让百姓小事儿
不出村居、大事儿不出镇，在百姓
身边化解问题、矛盾，切实提高“未
诉先办”“接诉即办”工作质量，做
百姓的贴心人。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大峪街
道桃园社区是个老旧小区，污水管
道年久失修、老化堵塞，污水跑冒
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居民生
活。社区居委会知道后未诉先办，
立即与该街道协商，确定更换污水
管道施工方案。

施工人员在尽可能保障大家
的用水情况下，利用大型机械设备
破除地面，因为是老旧小区，污水、
电力、燃气管道离得近，施工人员

在施工时需要十分小心，每深挖一
次，都会检测判断安全程度。

社区居民说：“之前污水管老
爱堵，弄的满地都是水，心里也堵
得慌，这一弄真是给我们解决大问
题了，心里也不堵了。”

据了解，这次工程共破开道路
17米，更换污水主管道16米。从
前的小修小补不能根本解决堵塞
问题，这次的施工，将大大提升老
旧小区的生活污水排放能力。

本报讯（记者 刘鹏）疫情期
间，区军休所与康依家商业连锁公
司携手，在军休干部集中居住的小
区设立爱心菜站，将”蔬菜直通车

“每周定时开到小区楼下，确保军
休干部能吃到便宜菜、放心菜。

军休所工作人员每次对菜品

的价格和质量进行监督，维护购菜
秩序。老干部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求，选择不同种类每份 5元、10元，
20元的果蔬套餐，方便大家购置。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蔬菜
直通车“已经为小区居民提供上千
份果蔬。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春意愈
发浓郁，应季花卉争相开放，导致
花粉浓度极高。加上昼夜温差较
大，感冒、过敏鼻炎、气管炎等疾病
也步入高发期。

春季气温较为干燥，温暖的空
气使得花粉、灰尘很容易扩散，会
使一些人感觉自己像感冒一样头
疼、打喷嚏、流鼻涕，且周期长，次
数多，这种表现一般为过敏性鼻
炎。花粉过敏是导致过敏性鼻炎
的一个重要因素。

区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刘
英杰建议，现在处于花粉季，过敏
人群在家要常清洗鼻腔，花粉多时
应关闭门窗减少通风。在外出时

做好个人防护措施，花粉除了通
过呼吸进入呼吸道，还可以在皮
肤和衣物上长达几个小时而不脱
落，为了预防花粉过敏症，在户外
活动时一定要戴上高密度的口
罩。除了做好自身防护，还应该
随身携带一些常用的抗过敏药
物，如息斯敏、扑尔敏等，以免因
突发情况，导致身体不适。在饮
食方面，应控制甜食和糖分的摄
入，平时尽量减少高蛋白质、高热
量的饮食，多食新鲜蔬菜、水果，
能够补充维生素，有利于机体对
抗过敏，不要吃辛辣刺激性食物，
更不要吸烟喝酒。如过敏症状严
重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市民付女士反映，通过
手机APP消费了 500元购
买糖果，但是商家迟迟不发
货，与客服沟通退款无果，
希望相关部门协助处理。

区市场监管局与付女
士沟通了解到，她在一个叫
做“清债系统”的APP进行
下单，购买的物品名称是

“糖果”，是一种可以在该
APP内进行兑换物品的虚
拟货币。付女士在付款后，
并没有收到虚拟货币，经与
支付宝客服进行核实，款项
支付给了辖区一注册公司，
并提供交易截图。随后，区
市场监管局与该公司负责
人取得联系，经调查发现该
公司交易记录中没有查询
到相关订单号和收款记录，
且从未参与“清债系统”的
APP的运营。后该公司负
责人与付女士取得联系，建
议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
将积极配合调查，共同处理
此事。现付女士已委托朋
友到公安部门报案，并对处
理结果表示满意。

市民反映，大峪街道承泽苑社区5号楼6
单元一层一居民，常年拾荒，将废品堆积在楼
外空地上，对社区环境影响极大，存在疫情传
播风险，希望能够彻底解决。

大峪街道接诉后，领导高度重视。经了
解，张某今年72岁，是一名国企退休员工，精
神略有异常，自2年前开始捡拾废品，社区居

委会曾多次做张某和其家人思想工作，并
联合消防、公安、城管等多部门联合执法，
执法过程中当事人经常情绪失控，曾出现
过追打社区干部、抓伤民警的情况。情况
掌握清楚后，街道领导会同社区干部对张
某进行了耐心劝导，并联合派出所民警约
谈了张某的大女儿。

经过2天时间的多次约谈、劝导，最终
配合社区及物业公司对近500公斤的废旧

物品进行了分类处理，一部分由收购公司进
行收购及暂存，其余由物业公司进行清理，清
理完毕后，物业公司对该区域进行了彻底消
杀。同时，社区居委会要求不要再拾荒，家中
废旧物品随时处理，避免再次出现堆积。周
边居民对街道的果断处置一致称赞。

处理手机APP消费纠纷
引出电信诈骗报警

▲ 村民开展翻耕土地、规整畦垄等农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