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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清理中

我区有序推进开园各项准备工作

▲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及时清理堆积垃圾
恢复良好卫生环境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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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营地块
停车难问题有望解决

居民之事想在先
未诉之事办在前

幼儿园开展垃圾分类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记者
从区教委了解到，全区各幼儿园目
前正在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
要求，有序推进各项准备工作，在评
估合格后，确保幼儿园大班于6月
11日安全平稳有序复园，休息了近
半年的孩子们，将重新回到阔别已
久的校园，开始他们的学习生活。

区第三幼儿园组织全体教职员
工参加主题为新冠肺炎知识与技能
的培训，培训主要包括园内重点部
位消毒和环境物品管理等内容。

“在学习培训中，我们了解了复
园后如何应对各种相关情况，复园
后，更加关注幼儿在园的健康状态，
做好一日生活管理，按照相关要求，
做好卫生保健工作，将放假期间所
学习的防疫知识落实到工作中来，
请家长放心。”区第三幼儿园大班教
师张晴说。

幼儿园还开展了模拟演练，组
织教师从孩子入园、测温、上课、就
餐等环节进行全程演习。在校园门
口处，保健医会对孩子进行体温检

测并进行信息登记。在完成手部消
毒后，老师会引导孩子们按照地上
的一米线排队,有序入园。教室内
也重新调整了区域布局，扩大了孩
子们的活动空间，加大桌间距，减少
每桌孩子的人数。记者了解到，幼

儿园复园与中小学有所不同，体温
检测一天需要进行5次，园内环境
消毒次数也更多。

区第三幼儿园园长时慧芝说：
“开园之后，我们会增加幼儿健康教
育内容及防疫防病知识宣传，使幼

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幼儿就
餐环节，幼儿之间保持间距，由厨房
师傅把餐送到食梯口，班级保育员
取回到班级，再分发给幼儿，保证幼
儿一人一具一消毒。同时，幼儿园
也已经准备了口罩、消毒液等防疫
物资。”

记者了解到，幼儿园复园与中
小学开学有所不同，在园区内孩子
们不需要戴着口罩上课和活动，体
温检测一天需要进行5次，园内环
境消毒次数也更多，并且要求所有
教职员工通过核酸检测。

目前，全区幼儿园1700余名教
职员工已经全部通过核酸检测且结
果均为阴性，到岗教职员工全部符
合防疫要求。通过完善联防联控制
度，建立园所自评、园方自查、区相
关部门联合验收评估的机制，开展
全流程、全要素的复园模拟演练和
全员、全系统的四级培训等系列举
措，保障每一位幼儿及教职员工身
体健康，确保6月11日全区幼儿园
大班先行复园安全平稳有序。

本报讯（记者 杨铮）在永定镇
永兴社区里，有一位爱管“闲事”的
党员志愿者，他叫祁宝义。他用实

际行动支持社区各项工作，用“门头
沟热心人”的奉献精神，展现了一名
中国共产党员的初心与大爱。

祁宝义今年60岁，从铁路司机
的岗位退休后，他就一直热心于社
区的公益事业，他的热心肠早已在
小区里家喻户晓。

社区居民说：“在社区，大家有
任何事情找祁宝义，他都是有求必
应，是个热心肠。我有什么事情
都愿意和他说，他一准帮忙，而且
肯定帮忙到底。像他这样的志愿
者就应该给他戴个大红花。”

永兴社区是一所老旧小区，社
区内不仅没有电梯，而且居住的
老年人较多，垃圾分类宣传工作
成为了社区难点。祁宝义得知这
个情况后，立马找到社区工作人
员，说：“我来。”他不仅在社区卡
口执勤时，主动为进出居民进行
讲解，更利用休息时间，带着资料
挨家挨户的宣传。

永兴社区党委副书记崔国云
说：“社区最开始的卡口值班点，
非常的简陋，什么设施都没有，紧

邻大马路，祁大哥一直带头坚持
值守，不叫苦不叫累。除了站岗以
外，社区内的垃圾分类宣传和环境
卫生等大事小事，他都非常热心的
帮忙，为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分担了
很多。”

“做志愿者，不分职业，不分年
龄，无论晴天下雨，在群众需要的
时刻，为他们提供小小的帮助。”
这是祁宝义的初心，也是一名共
产党员应有的奉献。

祁宝义说：“我作为一名党员，
必须要冲到前面，力所能及地保护
好咱们的小家，就是为了大家。以
后，无论在
任何时候，
只要社区有
需要，我一
定冲在前，
干在前！有
一分热就发
一分光。”

本报讯（记者 杨爽）近日，针
对石门营地块停车难现状，区城
市管理委联合东辛房街道办事
处等多部门，开展石门营地块静
态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正式启动
路侧停车收费二期项目。

记者在石门营新区的主要
路段看到，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
的执法人员正在对路侧乱停乱
放的私家车进行登记，并开具道
路停车记录告知单。与此同时，
还有一组工作人员负责施划路侧
停车泊位，对道路断面进行调整。

据 了 解 ，由 于 车 位 供 需 失
衡、执法管理困难不断，石门营

地块的停车难、出行难问题日益
严峻。针对这一现状，区城管委通
过开放小区内部地下停车场、施划
路侧停车泊位、加快停车设施建
设、推行现有车位错时共享等措
施，保障居民车辆安全有序停放。

截至目前，石门营地块已有
5 个小区地下停车场达到使用标
准 ，可 提 供 2240 个 停 车 位 。 此
外，路侧施划的 550 余个停车位、
东辛房街道办事处内的 35 个错
时共享车位，以及建设当中的小
园停车场和紫金新园广场停车
场提供的 300 余个停车位，都将
有效缓解石门营周边停车压力。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龙
泉镇中门家园社区 17 号楼后的
排水沟墙壁由于年久失修，大部
分墙砖和水泥都已经脱落，存在
安全隐患，针对这一情况，社区
居委会立即组织人员，对墙体进
行修缮。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
将破损的墙体进行凿除，并重新
修缮，修缮墙体共200米。

社区居民曹阿姨告诉记者：
“原来这道墙上的砖和墙皮都掉
了，我们带孩子出来玩觉得很危
险，而且坑坑洼洼的也不好看，

现在好了，社区主动把这道墙进
行修缮，不但安全，而且美观。”

近期，气温日益升高，居民
在室外的活动时间增加，社区居
委会加强重点点位的巡查，对发
现的问题及时梳理，高效解决，
把涉及居民之事想在先，未诉之
事办在前。

中门家园社区居委会副主
任陈梅说：“下一步，我们将对排
水沟墙体进行美化，增设 20 个花
坛 ，在 保 障 社 区 居 民 安 全 的 同
时，提升社区居民满意度，营造
社区优美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杨爽）近日，区
第二幼儿园按照区教委学前科的
要求，面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家
学习的幼儿，开展“垃圾分类我参
与，文明城市小主人”主题教育活
动，培养幼儿环境保护意识。

酸奶盒、纸杯……看似无用的
废旧物品，在幼儿和家长的手中变
成童趣十足的分类垃圾桶。这是
区第二幼儿园针对小班学生开展
的亲子活动，通过手工制作的方式
引导孩子辨别四类垃圾桶。

为做好延期开学阶段的垃圾

分类教育工作，幼儿园结合小、中、
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利用微课、
小视频、知识答题、线上家长会等
方式，家、园共育，多渠道普及生活
垃圾分类知识。

据了解，自 2018 年起，区第
二幼儿园就开始在园内实行垃圾
分类管理措施，培养幼儿环境保
护意识。下一步，幼儿园将结合学
生返园等实际情况，组织各类内容
适宜、形式多样的教学实践活动，
将垃圾分类教育融入幼儿日常生
活中。

近日，市民反映城子街道
龙门新区1区B2小区3号楼前
的垃圾桶站旁堆积了大量废弃
木板等建筑垃圾，希望相关部
门及时清理。

城子街道办事处接诉后，
龙门一区社区工作人员进行现
场核查，为该小区住户在装修
过程中造成的建筑垃圾暂时堆
积至此。社区工作人员前往当
事人家中进行耐心的思想工
作，安排人员力量配合将建筑
垃圾进行了清运，并对该区域
进行了彻底消杀。反映人对处
理结果表示满意。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逐渐
转好，近期装修产生建筑垃圾
临时堆积问题时有发生，不仅
侵占公共用地，易产生扬尘，对
社区环境造成一定影响，而且
堆积的碎玻璃、砖块等废旧材
料物品等存在安全隐患。城子
街道责成社区及物业公司加大
日常巡查力度，发现类似情况
第一时间上门做好思想工作，
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施工，减少
扰民现象，建筑垃圾及时清运，
为辖区百姓创造和谐、宜居的
生活环境。

近日，市民反映大峪街道峪园社区
甲3号楼东侧房顶位置保温层破损，有
的已经脱落，有的悬在半空，存在严重
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大峪街道接诉后，峪园社区工作
人员进行现场核实。峪园社区属于老
旧小区，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于
2013年进行了老旧小区改造，楼顶进

行了平改坡改造，楼体加装了保温层。
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保温层破损，加
之近期大风天气，脱落现象严重。

为了确保辖区百姓安全，社区工作
人员对社区20栋楼房进行了全面摸
排，其中有5栋楼体存在保温层脱落情
况。社区工作人员将排查情况反馈至
大峪街道，该街道经过专题研讨，由城

管办联系施工单位对保温层进行维修。
施工人员将破损的保温层拆除，

对墙面平整后重新铺装，现已全部处
理完毕，保温层脱落问题圆满解决。
此次共对5栋楼，近200平方米保温层
进行了拆除重装。来电人对办理结果
表示满意。

欢迎幼儿复园归来

永兴社区家喻户晓的热心肠

维修前▲ 维修后▲

一、大赛主题
以“定格最美门头沟”为主题，

多方位、多视角展示我区在红色党
建、乡村振兴、生态建设、“六城联
创”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二、主办单位

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
大中电器门头沟店

三、活动时间及评选方式
活动时间
1、征集：2020年6月1日-6月

15日
2、初选：2020 年 6 月 16 日-6

月17日
3、投票：2020 年 6 月 18 日-6

月28日
4、获奖名单公布：2020年6月

29日
评选方式
1、初选：参赛作品收集汇总

后，特邀专业评审团进行初选。选
定25张摄影作品进入投票环节。

2、投票：在规定的投票期内网
友可对 25 张作品进行网络投票。
最终获奖作品按照投票数由高到低
的顺序排名，依次选出本次活动的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纪念奖。
四、作品要求

1、本次比赛每人最多投稿 5
张，拍摄范围须在门头沟区域内并
能明确拍摄地点，否则视为无效作品。

2、参赛作品拍摄时间不早于
2019年6月1日。

3、参赛作品需为原稿原图，要
求为 jpg格式，每张作品大小应在
2M以上。

4、作品不得用电脑技术进行
合成、添加、删除、大幅度改变色彩
等方式处理。
五、投稿方式

作 品 征 集 邮 箱 mtgrmtzx@
126.com

邮 件 主 题 ：随 手 拍 摄 影 比
赛 - 你的姓名 - 手机号 - 作品
名称

注 1：作品必须以附件投稿，
不要添加到正文；

注 2：多张作品投稿不要压缩
包，逐个文件添加到附件，并按要
求命名；

作品文件命名样例：门小融 -
139*****678 -《定都美景》- 门头
沟区潭柘寺镇定都峰景区
六、奖项设置

一等奖 1名
价值2999元65寸电视机一台
二等奖 2名
价值 599 元麦饭石炒锅五件

套 每人一套
三等奖 5名

价值 299 元美的养生壶 每人
一套

纪念奖 10名
大中电器定制雨伞 每人一把
注：奖品以实物为准

七、其他事项说明
1、参赛者可以以个人、单位或

团体名义参加。
2、作品实名投稿，须提供姓

名、联系方式（邮箱、手机号）及摄
影作品名称等资料。

3、作品必须为参赛者原创，如
果参赛作品发生包括但不限于肖
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剽窃等在内
的法律纠纷，其责任由参赛者自已
承担，与主办方无关。

4、主办方拥有全部参赛作品
的使用权，用于展览、出版物、媒体
网络宣传报刊、画册等，不另付稿
酬，但需注明创作人。

首届“定格最美门头沟”随手拍摄影作品征集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