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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庄村村民用水无忧

加强车辆安全检查
确保夏季行车安全

提升社区环境 清除安全隐患

龙山二区社区电动车棚建成

发挥长效奖励机制发挥长效奖励机制 杜绝楼道乱堆乱放杜绝楼道乱堆乱放

污水排放不畅
多方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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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民反映，东辛房街
道惠泽家园停车位紧张，希望增
设停车位，解决停车难问题。

东辛房接诉后，工作人员前
往实地核查，惠泽家园紧邻门头
沟路，现有住户991户，车位281
个，小区内部停车位无法满足社
区百姓需求，车辆长期停放在社

区外马路两侧，影响周边交通环
境。工作人员多次进行实地考
察，启动“吹哨报到”机制，积极
组织相关单位召开研商会，商讨
解决方案。经研讨，在棚改地块
滑石道村拆迁区域建设临时停
车场，由区城管委牵头落实。区
城管委向区政府报请专项资金，

为确保今后土地上市验收，经与
土储中心沟通，拟采用碎石路面
压实建设临时停车场，建设面积
约 6000平方米，可增加临时车
位约150个，将于7月底正式投
入使用，同时邀请专业公司负责
停车场后期运营管理，届时将有
效缓解周边社区停车难问题。

近日，斋堂镇向阳口村村民
反映，自家下水管道排水不畅，疑
因村内污水井故障导致，希望相
关部门尽快处理。

斋堂镇接诉后，镇“接诉即
办”主管科室综治办、业务主管科
室农发中心立即前往实地了解情况，因受各
方面条件限制，向阳口村内尚无污水处理设
施，污水由专用车辆抽取后运送至周边污水
处理站进行集中处理。受近期疫情防控工作
影响，加之夏季用水量激增，污水抽排不及
时，造成地势较低的住户排水不畅。镇综治

办立即联系主管单位，对现有污水井进行疏
通，对积存污水进行抽排清理；针对夏季雨水
频繁及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量增大的实际情
况，增加污水清运频次，确保污水及时清运；
同时加强日常巡查维护工作。反映人对处理
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皓）
近日，大峪街道龙山二区社区将辖
区的一片空地建设成电动自行车
棚，有效解决电动自行车违规充
电、乱停放等问题。

在社区文化走廊的后方，车棚
正在紧张建设中，施工人员正在按
照图纸，进行车棚的主体建设，砌
筑外围砖墙。车棚建成后，将从源
头解决社区电动自行车拉线充电
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

一位居民说：“刚住在这个小
区的时候，没有地方停车，我们电
动车都放楼道里，充电也不安全。
这个车棚建好了，对我们来说既安
全又方便，车再也不用推上楼了。”

据了解，龙山二区社区是我
区的回迁安置小区，因为电动自
行车的方便快捷，成为许多社区

居民首选的交通工具，但因为社
区一直没有电动自行车棚，绝大
部分电动车停放在居民楼道里，
部分人员甚至在楼道里私拉电线
为电动车充电，极易引起火灾，存
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社区将
闲置的空地有效利用，建设电动
自行车棚，创造更加安全、有序的
停车环境。目前，车棚主体已经
建成，正在安装充电设备，将于近
期投入使用。

龙山二区社区党委书记王世
英介绍，车棚近 100 平方米，建成
后能存放 100 多辆电动车和摩托
车，满足居民停车需求，同时，社区
还会在车棚旁铺上一条石子路，居
民可以在石子路上休闲散步，不仅
给居民提供一个健身场所，还提升
了社区内的整体环境。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虹)
很多市民都遇到过外出内急却找
不到公共厕所的尴尬情况。针对
这一现象，近日，区环卫中心在门
城地区新增设了一批公厕指示
牌，指引市民快速找到最近的公共
厕所。

记者沿新桥大街走访发现，每
走100米左右，就能在路边的道路
提示牌或红绿灯灯杆上看到公厕提
示牌，提示牌上还标有提示公厕方

位的箭头，沿箭头所指方向前行，
就能在500米内，找到公共厕所。

市民告诉记者：“有时候出门
办事找不到厕所，真的特别着急，
尤其是老人和孩子。现在有了公
厕提示牌，找起厕所可快多了。”

据了解，今年，区环卫中心在
我区城区范围内，共增设公厕提示
牌240多快，所提示的公厕涵盖了
城区的路边公厕和公园及部分加
油站内的公厕。

本报讯（记者 张修钰 闫吉）
进入炎炎夏日，气温逐渐升高，汽
车自燃、爆胎等事故频发。此外，
强降雨天气极易引起车辆涉水熄
火，导致交通安全风险加大。为确
保夏季行车安全，近日，记者走访
了我区的一家汽车修理厂。

记者在汽车修理厂看到，维修
人员正在对前来保养的车辆进行
安全检测，尤其是年久失修的车
辆，更要提高安全意识，避免车辆
自燃的情况发生。

针对高温行车爆胎现象，司机
朋友们要按照车辆标明的胎压标
准，及时平衡胎压；对磨损严重的

车胎及时更换，防止车胎损坏导致
危险发生。

雨天行车，司机朋友不要盲目
涉水，车辆行驶在积水路段或立交
桥下时，一定要提前观察积水高度，
或观察同类型车辆能否顺利通过。

修理厂工作人员提示广大驾
驶员朋友：夏季车内切勿存放打火
机、充电宝、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
此外夏季行车必备的墨镜也是容
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凸面镜经过
长时间暴晒易起火，可能引发车辆
自燃。所以车内必须配备灭火器
等应急装置，出现问题及时处理，
以确保行车安全。

本报讯（记者 屈媛 通讯员 刘
玉峰）“这水流得可真痛快，谁能想
到原来接桶水得半天，现在一会儿
就满了！”近日，家住清水镇梁家庄
村的炼大姐看着哗哗从自家水管

里流出的水，乐得合不拢嘴。
近日，随着梁家庄村新水池的

阀门开启，村内饮水顺着管网流向
了全村300多户村民家里，标志着
市住建委监督总站、区住建委的

“用水无忧”扶贫项目正式完成。
一年前，区住建委通过前期主

动对接，成功引进市住建委监督总
站参与到梁家庄村扶贫工作。实
地走访调研后，签订了为期3年的
党建扶贫协议，还明确了春节慰
问一次困难群众、“七一”看望一次
老党员和烈士家属、开学资助一批
大学生、每年给村里办一件实事、
建立一批结亲互助家庭的“五个
一”扶贫思路，为打赢这场脱贫攻
坚战注入了新的力量。

“既然是办实事，就是要解决
村民关注的事儿，村里难办的事
儿。”市住建委监督总站党委书记
陈德能始终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几次走访调研中，通过和村民
唠家常、和村“两委”沟通交流，得
知村里的水池已经建了几十年了，
现有的蓄水量也就100立方米，供
全村根本供不过来，一到用水高

峰，村里就只好分片供水了。而
且，现在村内运营的精品民宿规模
不断增长，用水需求也越来越大。
可是由于村里经费有限，修水池的
事迟迟得不到解决。经过几轮研
讨，“用水无忧”扶贫项目正式确定
为当年的实事工作。

为把好事办好，市住建委监督
总站、区住建委广泛动员社会力
量，电建地产、中铁十四局隧道公
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总共向村里
捐赠30余万元，作为资金支持，并
凭借专业知识在选址、设计等环节
中出谋划策。

今年，经过收尾工作和几轮调
试，新水池与旧水池顺利贯通，蓄
水量也直接翻倍，达到了250立方
米。饮用水痛快地流到了村民家
里，也把这份甘甜送进了村民心
里，让村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来自
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近日，永定镇东辛称村利用
长效奖励机制，带动村民共同参与“创城”工作，通过发放
奖金，有效杜绝了楼道内乱堆乱放现象。

上午 10时，不少村民在村委会领取到了第二季度卫
生奖金。从今年1月份开始，东辛称村经“村民代表大会”
决定，通过“四议两公开”程序，制定并通过奖励办法，对本
村居民楼道保持整洁的房主进行奖励，每套房每季度奖励
金为 50元。同时，村“两委”班子工作人员成立了检查小
组，不定期对村居楼道堆物堆料等问题进行随机检查，对
检查中符合要求的家庭，按时发放季度奖金。

一位村民说：“自从实施了奖励机制，大家伙儿的自觉
性都提高了，也都愿意共同参与，齐心协力把楼道清理
好。这样的方式既提升了全民素质，也让我们更加爱护社
区环境。”

奖励机制的实施，充分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改善了
楼道堆物堆料情况。从被动清理到主动维护，小小的改
变，让村居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也让老百姓真正成为“创
城”的受益者。据了解，第二季度村里计划对 170名村民
进行奖励，奖金30000余元。

永定镇东辛称村村委会主任张广忠说：“下一步，我们
将考虑把垃圾分类工作也一并纳入奖励机制的范围中，持
续加大巡查和宣传力度，激励村民主动清理堆物堆料和分
类投放垃圾，共同维护社区环境，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氛
围，真正让‘创城’工作常态化。”

本报讯（通讯员 刘焕敏）近日，
市民赵女士致电“12345”市民服务
热线，对我区“创城”工作成效提出
表扬。

赵女士说：“近期路过新桥大街
周边，道路十分干净，环境也很整
洁。路口、站台有义务执勤的志愿
者穿着黄背心，手持小红旗，态度认
真，服务一丝不苟，让人心里很感
动。”广大公共文明引导员听后备受
鼓舞。

据悉，为让“创城”工作取得好
成绩，我区成立了公共文明引导员
先锋队，针对双峪路口人多、车多、
秩序混乱的现象，开展了为期半个
多月的“啃硬骨头专项整治”活动。

先锋队队员采取了“三字行动
指南”，即“拉、说、引”，有针对性
地对许多市民下车后斜穿非机动
车道，不在便道上等灯等乱象开

展了整治。拉：拉起“安全绳”拦住
乱闯红灯的市民，化解了不安全因

素；说：通过加大对文明出行、交通
法规、疫情安全出行等宣传力度，

提高市民文明、安全出行的意识，
鼓励市民用“门头沟热心人”的实
际行动，为争创全国文明城区贡献
一份力量；引：为引导市民文明有
序的通过斑马线，引导员们发挥柔
性引导优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的引导大家走便道，到便道上等红
绿灯。

通过引导员们的努力，在重点
路口等灯的大多数市民都非常配
合，特别是早晚高峰期间，在非机动
车道等红绿灯的现象明显下降了，
路过的市民纷纷为引导员点赞。

在“创城”迎检工作中，我区公
共文明引导员们冒着高温，加班加
点，有的点位工作时间长达12小
时，每个人都咬牙坚持毫无怨言，为
我区“创城”迎检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同时，彰显出公共文明引导员队
伍的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