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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全力守护百姓全力守护百姓““菜篮子菜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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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社区爱心消暑绿豆汤
助力防疫送清凉

石门营二区社区
开展为老服务 五彩面条送祝福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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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中

修复破损路面 解决百姓出行难题

龙泉镇
拆除私搭乱建 助力“创城”新风“暖心”设施促分类 助力“创城”添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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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闫吉 谢琪锦 张
欣皓）疫情期间，“菜篮子”货源配送
是否安全、店内是否落实消杀工作
……这些问题都牵动着市民的心。
日前，记者到我区的一家便民服务
企业进行探访。

早上6时30分，位于中门寺南
坡一区的格林摩尔便民店，售货员
正在忙着搬运货物，将前一晚订购

的芹菜、油麦菜、大蒜、苹果、大桃等
果蔬摆上货架。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便民店虽然只有30多平方米，
但是新鲜的水果、蔬菜、冷饮、主食
等日常必需食材都能在这里买到。
水果、蔬菜都采取一日一补货，统一
定价格，避免出现断货和哄抬物价
等现象，让居民不出社区就可以买
到放心菜、平价菜。 格林摩尔中门

寺南坡社区店店长说：“我们每天晚
上9时把所需要的蔬菜和水果单子
发给公司供应部，供应部分检后，各
分店第二天早上到固定的地点把货
拉回来，早晨7时之前菜和水果就
摆上货架了。”

一位市民说：“每天早上遛弯儿回
来，这里的菜就摆好了，菜的质量也不
错，挺新鲜的，菜价跟超市的差不多。”

据了解，我区共有格林摩尔便
民店11家，在店销售的蔬菜有30
多个种类，每天销售3吨左右，应季
水果销售2吨左右。格林摩尔门头
沟区域负责人边浩伟介绍：“蔬菜一
部分来源于公司自由基地，一部分
北京周边儿自采，为了保证蔬菜的
新鲜度，我们采用一天一补货的模
式，总部也加大了巡查力度，避免抢
货，哄抬物价的现象发生。”

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
施，各连锁店也及时调整经营模式，
售货员对进店顾客逐一测温，为防
止购物人员聚集，采取了限流购物，
而且还随时接受居民微信“点单”，
送货上门。格林摩尔丽景长安店店
长表示：“现在提倡居民用微信或者
是打电话的方式订购，我们多跑跑

腿儿，减少大家的接触。”
疫情期间，妙峰山镇桃园村为

了让村民们能吃上放心菜、安心菜，
同时减少外出风险，将村内樱桃园
前平整的空地开辟出来种植蔬菜，
解决村民买菜难问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嫩绿的小葱、
深紫色的茄子长势喜人，村委会委
派村内的果树队正在这片小菜园里
忙碌着，种植黄瓜、西红柿、小萝卜、
香菜、芹菜等时令蔬菜。第一批蔬
菜已经成熟，村里按户发放给了全
体村民，纯天然无公害的蔬菜受到
大家的欢迎。

一位村民说：“因为疫情的影
响，我们买菜非常不方便，村里给我
们种的菜使用的都是农家肥，纯天
然又卫生，而且还是免费的，大伙儿
吃着放心。”

据了解，桃园村这次种植菜地面
积达2000余平方米，蔬菜种类达10
余种，10多天的时间就可成熟一批。

桃园村党支部书记曹振刚说:
“随着蔬菜一茬茬成熟，村里还会陆
续给村民发放蔬菜，同时计划种植
大白菜、白萝卜等冬储蔬菜，解决村
民冬天吃菜难的问题。”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杨铮）近日，永定镇栗园庄
村按照“创城”工作要求，针对惠润嘉园小区七地块
内部道路破损严重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修
补破损路面，提升辖区百姓生活环境。

据了解，惠润嘉园小区七地块人口密集，日常
进出车辆较多，长期的车轮碾压导致路面出现了坑
槽、车辙、沉陷等病害，严重影响了百姓的日常出
行。在接到群众反映后，村委会立刻安排专人进行
核实、排查、统计，并组织施工单位，利用3天时间进
行修补，进一步美化小区环境。

一位村民说：“原来这里的道路坑坑洼洼，出行
特别不方便，老人和孩子每次路过都容易摔跤，赶
上下雨天气还有很多积水，老百姓生活都受影响。
现在修好了，我们特别高兴，马路铺平了，出行安全
有保障，走起来都痛快了。”

目前，所有破损的路面已经进行了重新铣刨，
施工方将加热好的沥青洒在路面，并摊铺均匀，随
后再用压路机压平，经过维修的道路焕然一新。截
至目前，共修复破损路面16处，1000余平方米。

栗园庄村党支部书记褚富贵说：“接下来，村委
会也将针对百姓生活需求对小区绿化再进行补植
种植，不断提升辖区环境，全力做好‘接诉即办’工
作，为我区‘创城’奠定良好基础。”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近日，
龙泉镇对辖区内私搭乱建、楼道堆
物堆料、乱堆乱放等问题进行了集
中整治，美化环境，助力“创城”。

记者在龙泉务村看到，工人们
将一处私搭乱建房屋内的物品全部
登记清理后，开始实施拆除作业。

一位村民说：“现在村里组织
拆除违建，我家这有点儿占道了，
我全力配合拆除工作，拆完了大家
走着都方便点儿。”

私搭乱建不仅破坏公共环境

的整体性，也影响居住环境的美
观，给人们的交通出行带来不便，
甚至存在多方面的安全隐患，严重
破坏城乡环境秩序。

据了解，龙泉镇建立工作专
班，集中力量解决农村人居环境问
题。截至目前，已累计拆除私搭乱
建1188处，共22000平方米。

龙泉务村党总支副书记李维
松说：“下一步，村物业和居委会共
同努力，共同监管这些拆除的点
位，以防私搭乱建再次发生。”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近
日，大峪街道向阳社区居委会组织
社区干部为坚守在防疫一线的工
作人员熬制消暑绿豆汤，开展“献
爱心送清凉”活动。

两名社区干部将现熬的绿豆
汤装罐、密封后，前往社区各卡口
和巡逻点位，为社区志愿者与下沉
干部送去一份清凉。此外，社区还
为巡逻值守人员准备了各类防暑
药物，并叮嘱大家注意身体、防止
中暑。

一位社区志愿者说：“非常感
谢居委会对我们的细心照顾，还给
我们熬绿豆汤、准备防暑的物资，
非常感谢。”

据了解，向阳社区目前设有两
个值守卡口，共108名社区志愿者
参与巡逻、值守，其中老年志愿者
占绝大多数。为做好防疫一线人
员的后勤保障，社区每天分6次为
巡逻值守人员发放绿豆汤，并搭建
凉棚、配备避暑药，确保防疫工作
安全、有序进行。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东辛房
街道石门营二区社区组织志愿服
务队开展为老服务活动，为辖区独
居老人制作五彩面条，让他们感受
来自社区的关爱。

活动现场，队员们将西瓜汁、
菠菜汁、南瓜汁等调和成五彩面
团，揉面、擀面、切面，全程井然有
序。随后，大家将做好的面条送往
独居老人的家中，向他们表达社区
的关怀。

一位独居老人说：“志愿者经
常来帮我擦桌子、扫地，还给我送
东西。有什么需要就给他们打电
话，特别快就能帮我解决，非常感

谢他们，这种举动也特别让我感
动。”

据了解，“五彩面送祝福”只
是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中的一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社区还通过
入户摸排、发送联系卡、开通电话
服务等方式，为 136名空巢老人配
送蔬菜、代买药品、打扫房间，解决
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石门营二区工作人员孔凡臣
说：“希望通过我们志愿服务队的
活动，提高社区老人的生活质量，
让他们可以过的更好、更幸福，也
为咱们区的‘创城’工作贡献一份
力量。”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
近日，大峪街道向阳东里社区在9
个垃圾分类站点安装了开桶手环、
破袋器和洗手装置等人性化设施，
从细节处入手加强垃圾分类管理。
同时，社区还建立了志愿者队伍，引
导居民践行文明行为，全力助推“创
城”工作。

记者在社区门口的垃圾桶站前
看到，投放厨余垃圾时，居民只需轻
轻拉动开桶手环，再使用桶边安装
的破袋器将垃圾分类入桶，投放后
用免洗手凝胶清洁双手，就可在几
秒内完成无接触式的垃圾投放。在
灭蚊袋和除臭用品的作用下，垃圾
桶站不再因气温升高而产生异味、
蚊蝇环绕。

一位社区居民说：“有时遇到不
知该如何分类的垃圾，我就到垃圾
站点找垃圾分类指导员帮忙，他们
会细心教我怎么分类。而且倒完垃
圾，旁边儿还有消毒洗手液，我觉得
这样很卫生。”

据了解，向阳东里社区共有9
个垃圾分类站点，每个站点都配备
1个灭蚊袋、1套洗手装置和多个开
桶手环，由一名垃圾分类指导员负
责垃圾分类指导。

向阳东里社区党委书记郑红梅
说：“我们社区将加大垃圾分类宣传
力度，推进垃圾分类积分管理，把垃
圾分类工作做得更细。”

在大峪街道的协助下，社区通
过购置人性化设施、发放垃圾分类

宣传手册等多种方式，逐步提升居
民对垃圾分类的理解度、执行度，潜

移默化引导居民养成良好习惯，为
“创城”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近日，城子街道民生社区居民反映，小区内
没有车棚，自行车和电动车随意停放，影响小区
环境，部分居民“飞线”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希
望在小区增设车棚。

民生社区属于老旧小区，始建于上世纪90
年代，属于集资建房，当时由6家企业集资而建，
共有11个单元，目前居住的大多是退休职工，共
计132户近400人。

接到市民反映后，城子街道民生社区工作

人员立即进行实地调研，最终决定在社区11单
元东侧搭建一处车棚。

据了解，该位置原为一处20多年的违建，在
我区基本无违建区创建工作中被依法拆除。社
区利用腾退下来的空地，搭建一个停车棚，并将
在此设置充电桩，可实现为电动车充电，满足了
社区居民停放车辆的需求，消除了安全隐患。

停车棚建设完毕后，社区工作人员对将车
辆停放在楼道的居民进行劝导，把车辆停放在
新建的车棚内，同时制定车棚使用管理办法，规
范停车棚的使用。

近日，市民致电12345反映，自己母亲家住
妙峰山镇斜河涧村，由于房屋位于村路的下方，
地势较低，汛期将至，担心雨天滑坡冲击房屋，希
望相关部门对墙体进行加固。

妙峰山镇接诉后，工作人员前往村民家了解
情况，村民家中常年居住母子2人，老人70多岁，
儿子50岁，有智力重度残疾，反映人是村民的女
儿，外嫁到海淀区，常年不在家中居住。村民家

位于村主干道下方，路基裸露，植被稀疏，确实存
在安全隐患。妙峰山镇立刻联系施工人员共同
协商制定施工方案并着手进行施工，在路基位置
加装双层被动网，设置护坡墙进行加固，并铺设
倒流设施，此次共搭建护坡高2米，长10米，双层
被动网高2.5米，长25米，耗时3天完工，消除了
安全隐患，同时避免了雨水冲击房屋。反映人对
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房屋低洼存在隐患房屋低洼存在隐患
加装护网确保安全加装护网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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