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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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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城子街道
将百姓难点问题化解在前

私自开荒围地这种行为不可取

永定镇居民
家门口的垃圾堆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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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上门配送

龙泉镇防疫“卡口大户”东南街社区为居民筑牢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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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媛）疫情防控
工作已开展2个多月，作为社区中
的防疫“卡口大户”龙泉镇东南街社
区，在这2个多月里，集中力量精准
排查、科学防控、暖心服务，将防疫
各项措施落实落细，不断筑牢社区
安全防线，守护辖区百姓生命安全。

东南街社区在辖区内设置5个
“疫情防控值守点和健康服务站”，
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按照“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要求落实卡口值守检
查工作。

同时，该社区与三家店一分社、
二分社村居共建联防联控，划分疫
情期间管控区域，无论居民、村民、
流动人口均按划分管片进行管控，
做到不丢管、不漏管、全覆盖、无盲
点。针对东街口人员流动频繁，返
京人员较多的情况，该社区安排4
名工作人员每天7:00时到23:00
时在二分社设立的东街卡口协助进
行返京人员管理，共筑卡口联防联
控严密防线，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落实落细。

东南街社区还积极与辖区
32708部队、东街50号院铁三局四
处、军事新能源研究所、海军部队
大院、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单位联

系，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管理措施，与各相关单
位签订责任书，落实管理责任，增
加32780部队、东街50号院2个卡
口，详细排查返京人员和防疫情
况，精准建立防疫台账，科学落实
防控工作。

在辖区内5个卡口设置“红色
龙泉先峰岗”，区财政局下沉干部、
龙泉镇机关干部、包居科室、社区工
作人员、在职党员、社区党员、志愿
者、物业保安人员等多方力量联动，
组成值守队伍，无论风雪，都坚守在
岗，确保每天24小时卡口不断人、
检查无盲点。

社区工作人员不仅要在卡口做
好值守工作，还要对所管区域的居
民住户、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多次
进行全面摸排走访，出京人员、返京
人员、留京人员等进行详细登记，对
未返京人员进行电话沟通，劝其疫
情平稳后再返京，减少流动风险，并
通过张贴提示封条等形式，确保有
人返京后社区第一时间知晓。

截至目前，东南街社区共核查
登记外省返京人员793人，严格执
行居家观察，每天检查体温情况，并
做好信息登记。为了保证居家观察

人员的日常生活需求，社区工作人
员暖心服务，为居家观察人员送快
递、送外卖、购买生活用品，集中处
理居家隔离人员生活垃圾，始终奋
战在抗疫一线。

在防疫关键时期，社区居民们
在疫情面前有大爱，多人向社区捐
赠防疫物资，支援防控工作，助力抗
击疫情。

城管捐赠500只口罩、党员董
桂英在疫情爆发初期就自费购买
340个口罩捐赠给社区，党员杨久
德将自己仅有的10只N95口罩捐
赠给了社区，铁三局四处捐赠口罩
3400只，区蓝天救援队不仅自带弥
雾机进行专业消杀，还向社区捐赠
口罩60只，乐群卡推广公司捐赠小
喷壶21个、抗疫中药10人份，86号
居民捐赠消毒液1桶、酒精4瓶，二
分社马桂军捐赠口罩1000只，9号
楼居民刘桐捐赠酒精1桶……

疫情初期为减少传播途径，避
免人员聚集，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
内120家经营门店，进行全部摸排
走访，除出售生活必需品的门店
外，其余107家门店均劝其关闭并
与其经营者电话沟通，掌握人员动
态情况。

随着疫情逐渐平稳，为进一步
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需求，该镇
城管执法队和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
内准备复工商户进行报备登记并按
照防疫标准做好体温枪、消毒用品的
准备工作，并向商户发放《疫情防控
致单位的一封信》等防疫宣传材料，
对疫情防控营业期间严格消毒、测量
体温、佩戴口罩等防疫要求进行详细
叮嘱。准确核查后陆续批准符合防
疫要求的门店有序恢复生产经营。

今年清明节，正值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攻坚期和春季森林防火关键
期，为避免因人员集中祭扫、不文明
祭扫造成病毒传播和火灾隐患，切
实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和森林生态安
全，东南街社区一方面通过在大街
口显示屏上滚动播放《东南街社区
清明节文明祭扫致居民的一封信》
等形式大力宣传，另一方面，组织
50余名治安巡逻志愿者进行文明
祭扫宣传、防火安全巡逻工作，检查
并提示上山祭扫人员不带火种上
山、严格佩戴口罩等。通过宣传和
巡查劝导，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疫情
防控和护林防火意识，提高防疫防
火自觉性，不聚集、不扎堆、不带火
种上山。

本报讯（记者 屈媛）春天的味道
越来越浓，市场上的蔬菜品种也已经
迎春换新，新鲜嫩绿的快菜、韭菜等春
菜已齐齐上市，最具特色的香椿也已
经摆上了货架，散发着浓浓的“春味”。

记者在京客隆新桥店看到，素有
“开春第一鲜”的香椿，被放在了显眼
的位置，售价为 11.9元/份，价格与去
年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尽管相比一般
的小青菜价格较高一些，也挡不住市
民们尝鲜的热情。

前来购买的市民说：“今天来就
是想买点香椿，现在香椿刚上市，又
嫩又香，我买点回家尝尝鲜。这香椿
可以做拌菜、炸香椿鱼、当菜码，都特
别好。”

除了香椿这样的特色春菜外，像
洋葱、油麦菜等蔬菜在春天里也格外
新鲜，价格也很平民，呈现出供销两
旺的态势。

京客隆新桥店工作人员说：“现
在像香椿我们每天上一箱，顾客也比
较喜欢，基本上一上午就卖完了，除
了香椿，其他的菜品，我们也是保障
新鲜供应，满足市民的购物需求。”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期，有
市民反映，位于龙门新区 A3 社区
西边的小山包，有 A3 及周边社区
居民在此私自开荒种地、私自圈占
林地存放个人物品，植被全部被破
坏，有很大的森林消防安全隐患。

龙泉镇接诉后高度重视，主要
领导立即召开紧急专题会，随后联
合城子街道办事处、中建一局，对
该处山地私搭乱建、违法种植开展
联合执法，在施工前，龙泉镇在周
边张贴综合整治清理的通告。施
工中，工作人员将圈地周围的木架
子和围挡进行拆除，还将被破坏的
土地进行恢复。

附近居民说：“以前这里乱糟
糟的，万一有个小火星就容易着
火，太不安全了。这下好了，这一
清理干净了，看着也舒坦，我们住
着的周围环境也好，安全系数也提
高了。”

据了解，这次整治行动中，龙
泉镇出动工人 32名，钩机 3台，运
输车 4辆。经过 3天时间，运送堆
积物100余车，苫盖土地5000余平
方米。3月 29日整治工作完成，反
映人对此处置结果表示满意。

接下来，龙泉镇将该处山地移
交给中建一局，责成中建一局加强
日常管护，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本报讯（记者 马燊）近日，永
定镇接到 12345举报，有群众反映
远洋新天地小区东南角存在垃圾
堆放问题。执法人员实地了解情
况后，立即约谈远洋新天地物业及
设置大件家具临时存放点的企业，
仅用两天，将堆放的垃圾进行了彻
底清运。

疫情防控期间，永定镇党委要
求“接诉即办”工作要进一步提升
办事效率，解决困扰百姓生活的难
题。据了解，远洋新天地小区东南

角设置大件家具临时存放点，是因
为疫情期间车辆、人员及垃圾消纳
问题存在实际困难。永定镇得知
情况后，立即协调组织人力、物力
开始对垃圾堆放点进行清理，仅两
天时间，碍眼的大垃圾堆就消失不
见了。垃圾清理完成后，对此处进
行绿化恢复。

全部清理完成后，永定镇执法
人员向举报人进行了反馈，举报人对
处理结果满意，并表示已通过12345
热线表达对永定镇政府的感谢。

本报讯（记者 马燊）4月7日，
城子街道桥东街社区20号楼前，
一处污水井发生溢水现象，社区居
民发现后，立即向社区进行了反映。

社区干部到现场了解了情况，
并向该街道汇报，同时联系了20
号楼的三家产权单位，共同协商解
决污水外溢的问题。

经过协商，溢水问题由三家产
权单位分摊费用，该街道负责协调
环卫等相关部门，社区负责做居民
的思想工作。

4月9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
到，工人已经将堵漏的老旧管线挖
出，管道内堵满了淤泥。下一步，
工人将更换新的管线，彻底解决污
水外溢的问题。

据了解，城子街道针对辖区老旧
社区多的情况，实施了包片干部首问
责任制，由街道领导干部包管各个社
区，形成网格化管理，发现问题，第
一时间由街道进行协调，把困扰百
姓的问题解决在前，切实做到“小
事儿不出社区、大事儿不出街道”。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春季到
来，气温攀升，野菜发芽。近日，有些
市民便忍不住到周边公园进行采摘。

记者在我区各大公园看到，绿
地还没完全返青，草地上就有一些
戴着帽子和口罩的市民，一手拿着
小铁铲，一手拎着口袋在地里挖着
野菜，不一会袋子里就装的满满当
当。路过行人看到也即兴加入，顺
手拔取一些离开。

记者上前询问挖野菜用来做
什么时，一位市民说：“回家之后可
以泡水啊、包饺子、蒸包子都特别好
吃。”当记者再次询问怕不怕公园打
药，有没有毒之类的问题，市民表
示：“没毒，是药材，别的地打药这地

不会打的，就算打了药回家多泡泡
水也行，没事。”丝毫没有一点担心。

为一己之私，毫无顾忌地在公
园挖野菜，被挖过的绿地，坑坑洼
洼，一片狼藉。这种行为，不仅破
坏了公共空间的秩序，于公众的利
益和权利而言，也是一种侵害。

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提示：“园林工人每年春季都会
定期对草地和树木喷洒药物，疫情
期间还会对公园、绿地进行消毒。
公园里生长的野菜表面，农药和消
毒液都会有所残留。另外，公园、
绿地毗邻公路的区域，植物会受到
汽车尾气污染，这种地方生长的野
菜，不能食用。”

家住龙泉镇中门寺南坡一区12号楼
1单元6层一住户，多次拨打12345市民
热线反映，家中卫生间渗水，致使自家木
地板及墙面受损，同时造成楼下居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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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装修公司，希望有关部门帮其妥善解
决。

龙泉镇接诉后，主要领导高度重
视，镇长亲自与反映人沟通安抚情况，

该镇社区办主管领导会同社区办负责
人、社区负责人到反映人家中实地查
看，组织物业公司召开会议，研讨解决
办法。经多次沟通，在该镇党委的协调
下，反映人与物业公司达成共识并签订
修缮协议，对房屋进行修缮。为了顺利
推进维修工程，物业公司临时为反映人
安排住处，并协助搬家工作。经过近1
个月的施工，渗水问题彻底修缮完毕，3
月底，反映人搬回原住处，并向中门寺
南坡一区社区及龙泉镇人民政府赠送
锦旗以示感谢。

近日，家住大台街道落坡岭小
区居民反映，因为疫情防控原因，
采购的日常用品都无法送到家门
口，自己年纪大了，米面这种重的
物品根本无法搬上楼，希望能够协
调解决。

大台街道接诉后，社区建设办
公室工作人员及时前往社区了解
情况。由于目前还处于疫情防控
关键时期，社区的防疫工作不能松
懈，快递人员不可以进入社区。街
道和社区商议后，决定安排志愿者

和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为居民送货
上门。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示满
意。

对于战“疫”这件大事，“宅”是
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也是应对疫
情的有效武器。让“宅”在家中的
人们生活有所保障，需求有满足，
是做实做细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之举。大台街道通过为“宅”在家
里百姓送物资上门，打通他们物资
购买难的问题，有效解决百姓需
求，解决疫情保障的“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