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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洒杀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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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营二区
安装智能垃圾桶状态检测器

清理楼道杂物 改善社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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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站台升级改造 交通环境更舒心

本报讯（记者 杜潇羽）5月的
北京，阳光灿烂。由于新冠肺炎疫
情，让人们不得不减少外出。龙泉
镇高家园新区党支部书记崔妍，自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她和同事
们已经连续工作100多天了。

“1月 23日下午接到通知，马
上组织社区人员印制《致群众的一
封信》，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早上
8时开始入户，不敢耽搁。”崔妍说
道。为居民普及防疫知识刻不容
缓，入户走访，不仅可以向居民们
宣传防疫知识，还能将社区情况了
解清楚。

然而，经过入户走访，崔妍却
发现了问题。高家园新区共有
1318户，其中380户为出租房。为
了防疫工作的顺利进行，崔妍和同
事们挨个给租户打电话，确认租户
的详细信息，一打就是3天。但初
五过后的返京人员核查，却让大家
发现第一次打电话统计的人数并
不准确。但这并没有使他们放弃，
经过第二次的详细排查，崔妍和同
事共查出外来租户900多人。

崔妍经常和同事们说，社区工
作，就是要耐心仔细，要有精准滴

灌的细心。为了保证社区安全，进
一步做到科学防控，崔妍又带领大
家在最短时间内制作并发放了小
区出入证。

虽然大家进出都带着出入证，
但细心的崔妍却发现了问题。她
说：“外来租户有的我们并不熟悉，
有时就会发生相互递证、冒用出入
证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崔

妍和同事们又紧急制作了第二代
出入证，对于外来租户，需贴照片，
并填写身份证号及楼号，这样一
来，大大提高了识别率。

随着经验的累积，高家园新区
的防疫工作逐渐步入正轨。但返
京潮的到来，又是对崔妍和同事们
的考验。崔妍说：“返京潮嘛，外地
回京的人数特别多，摸排这块就特

别困难。”返京潮的到来，让崔妍和
同事们的工作量猛增，站岗、摸排、
清理垃圾、为隔离人员送物资……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成了常态。但
没有一个人抱怨苦累，相反，在崔妍
的激励下，同事们都认真努力地工
作，将社区工作站当作了自己的家。

他们的付出也被社区居民看
在眼里，提到社区居民暖心的举
动，崔妍感动地说：“冬天寒冷，社
区阿姨给我们买了红糖、姜送到办
公室，帮我们烧上水煮好了，每人
一份。有时候执勤，有的阿姨就握
着我们的手劝我们进屋歇一会
儿。”社区居民们暖心的关怀，温暖
了崔妍和同事们寒风里坚守的心。

在崔妍的朋友圈中，有这样一
句话“岁月从不曾为谁停留，告诉
那个追梦的我，生活依然前行。”在
前进的路上，每一位青年都是追
梦 人，而在
抗疫的道路
上，正是这些
化身为逆行
者的追梦人，
托起了明天
的希望。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龙泉镇

中门家园社区组织社区志愿者、物业人

员对楼道内乱堆乱放杂物进行集中整

治，杜绝安全隐患，助力“创城”工作。

工作人员对楼道内堆放的纸箱、废旧

家具等杂物进行了清理、搬运、装车，经过

半个小时的努力，整个单元的杂物都被清

理干净。保洁人员还对清理后的楼道进

行打扫、消毒，楼门环境明显提升。

社区居民说：“清理完后，楼道干

净整齐，路也畅通了，大家伙儿都非常

高兴，我们感觉到很幸福，很安全。”

据了解，此次整治行动共清理杂

物 10 车次，社区还将不定期对各楼道

进行逐一排查，充分发挥网格员和志

愿者的作用，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

为居民营造整洁、安全的居住环境。

中门家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陈梅

说：“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巩固和提高

工作成果，加强宣传引导，尽可能地杜

绝楼道杂物堆放现象，为‘创城’工作

添一份有力保障。”

本报讯（记者 陈凯）永
定镇按照“创城”工作要
求，持续开展“黄土不露
天”专项整治行动，按照工
作台账，对裸露土地进行
绿化美化，努力提升辖区
人居生活环境。

位于惠润嘉园3B地块
西侧的绿地，曾经是一处菜
市场，因建筑结构单一、手
续不齐等问题，被纳入拆违
台帐。拆除后这里变成了
一片裸露土地，残留的建筑
垃圾和渣土，影响严重了周
边环境。为此，永定镇政府
对这片裸露土地实施了绿
化工程，将土地进行平整，
并种植园竹、沙地柏等植
物，提升周边环境质量。

一位路过的市民告诉
记者：“原来这块地，只要一
刮风就尘土飞扬，特别脏，

现在种上绿植，好多了，既
美观还能改善周边环境，特
别好。”

据了解，永定镇对辖区
进行了全面排查，建立专项
台帐，按照“适地适绿”的原
则，对裸露土地分别制定整
改措施和方案，种植二月兰、
沙地柏、迎春花、月季花等防
尘抗旱的植物，进一步扩大
辖区绿色生态空间。截至目
前，已排查黄土裸露点位26
处，整治点位16处，绿化面积
113005平方米。

据永定镇规划科张宇
介绍，永定镇还将继续加
大辖区裸露土地排查力
度，按照相关设计方案对
裸露土地进行整治，同时，
做好已整改地块的保护工
作，加强绿化养护，巩固整
治成果。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期，

随着天气转热，垃圾桶内的垃圾容

易腐烂、滋生蚊蝇，各社区的垃圾

桶是否满载都是由人工检查，垃圾

桶的管理效率大打折扣。为此，北

京移动门头沟营销中心与东辛房

街道石门营二区联合开展智慧垃

圾桶项目试点工作，有效降低社区

管理运营及人力成本。

石门营二区 2 号楼前的垃圾

桶，在外观上与普通垃圾桶没有任

何区别。但打开垃圾桶盖，就可以

看到，垃圾桶内部偏上的位置安装

了一个黑色的圆形设备，这个设备

就是智能垃圾桶状态检测器。

检测器利用内置的“窄带”物

联网模组，可以将检测到的基础信

息传递到云端服务器，社区工作人

员通过自己手机上的 APP 即可远

程观测垃圾桶实时状态信息。

社区居民张女士告诉记者：

“小区住户多，有时候垃圾一多了

垃圾桶就盖不上盖子，气味也挺难

闻的。现在有了这个小东西，社区

的垃圾清运得更及时了，再也没出

现过垃圾桶盖不上盖子的情况。”

据了解，石门营二区目前已安装

了14个智能垃圾桶状态检测器，有效

降低了社区管理运营成本，帮助社区

更合理的分配垃圾运力资源。

本报讯（记者 刘鹏）近日，公
交集团对BRT快速公交四号线进
行站台维修、改造，提升站台服务
功能，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公交
候车环境。

记者在中门寺街站台候车亭
看到，除了遮阳棚和站牌外，公交
站台的老旧基础设施也进行了翻
新，修复。此外，站台屏蔽门也将
进行维修保养工作。

据了解，我区区域内的快四公

交主线和支线共10个站台候车厅
均在进行升级改造工作，目前，侯
庄子站已完成双向两个路段的改
造工作。

客四分公司第十一车队党支部
书记苏春生说:“公交集团对BRT快
速公交四号线站台和乘车环境的改
造，改善了人们的出行和乘车环境，
大大的方便了老百姓出行，改造后
的BRT快速公交四号线站台也将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龙泉
镇琉璃渠村、居“两委”积极行动，对村
口公园进行环境整治，种植花草，美化
环境。

公园里，工作人员栽种绿草，挖
坑、种植、浇水，相互配合，分工明确，
保证草坪成活。草坪周围的空地上，
还栽种了很多月季花，一排排挺立的
鲜花，使整个公园的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

琉璃渠村党总支副书记杨全和
说：“公园种植面积达8000余平方米，
其中有香水月季、黄金庆典、红双喜等
十余种花类。还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
选择不同的草种，更好地美化了地区
环境。”

琉璃渠村居“两委”高度重视环境
建设，已连续3年实施辖区环境提升工
程，极大改善了当地村居环境面貌。

村民说：“现在的环境非常优美，
在这里遛弯儿，感觉特别痛快，心情特
别好。”

大台街道落坡岭社区3号楼居民反映，楼前有许
多之前搭建的小棚子，影响环境也不美观，希望予以
拆除。

落坡岭社区位于永定河落坡岭水库西侧，建于上
世纪70年代，是一个楼平混合老旧小区。因之前社

区冬季采用燃煤取暖，所以部分居民在社区公共空间
内建有储煤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区楼房已经全
部改成集中供暖，小煤棚变成了储物室。

大台街道接诉后，落坡岭社区对违章建筑一一梳
理，联合辖区产权单位共同做好居民工作，社区陆续
对辖区15家违章建筑进行拆除，拆除面积约121平
方米。拆除后平整路面 700平方米，铺砖100平方
米，院墙修缮82.8平方米，划定停车位16个，休闲石
桌石凳3套。违建的拆除为辖区居民创造了良好的
生活环境，汽车有地儿停了、孩子们也有活动的场地
了，同时为永定河生态环境保护也奠定了基础，居民
对社区的工作表示满意。

龙泉镇东南街社区市民反映，随着天气转热，气温逐渐升高，社区
内的树木虫害滋生，导致车身及路面都是粘腻的汁液，希望相关部门
能够尽快处理。

龙泉镇接诉后，社区工作人员进行核查，联合物业公司对树木进
行打药杀虫工作。社区通过张贴通知及微信群，提醒市民关好门窗、
管好自家宠物，不要室外晾晒，不要接触打药的树木，做好自身防护措
施，对社区内50余棵树木和1000平方米花池绿地进行全方位喷洒，
确保不留死角，有效抑制了病虫害的滋生，给居民营造一个健康良好
的生活和出行环境。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日前，

有市民向 12345热线反映，永定镇

迎晖南苑小区口南侧道路，有一部

分为土路，平时路过尘土非常大，

下雨后更是泥泞不堪。区城管委

接诉后高度重视，现场勘察后，组

织施工力量进行道路修复工程。

记者在现场看到，市民反映的

位置位于小区出口路段与主路交

接处，紧邻公交、地铁站，是周边小

区居民出行的必经之路，路面出现

部分破损，由于是用沙石铺垫，车

辆经过就会产生扬尘。施工单位

进场后，首先对路面进行降尘处

理，随后立即进行沥青摊铺工作。

为保障施工安全，工作人员还

在周边设立警示桶，并安排专人对

路面进行疏导，避免造成交通拥堵。

区城管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接诉后，立即对现场进行勘

察，由于冬季不具备施工条件，当时

只对现场做了应急处置，进行了简单

的平整硬化。这次道路修复完成后，

将陆续对周边绿化、步道等设施进行完

善，给居民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

据了解，这次施工共铺设柏油

路面 120 平方米，无机料 30 立方

米，路缘石 26 米。随着道路的修

复，困扰周边居民出行的问题得到

了有效解决。

区城管委
硬化路面解决百姓出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