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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建助理员

垃圾分类积分兑换垃圾分类积分兑换 绿色环保深入人绿色环保深入人心心

枯
枝
掉
落
存
隐
患

及
时
排
险
保
平
安

老旧小区管网升级
改善冬季供暖效果

双石头村重修村内街坊路

回访▲

融媒记者帮助摔伤老人及时就医融媒记者帮助摔伤老人及时就医

东辛房街道
取缔砂石料厂解决噪音扰民问题

本报讯（记者 高晴）付尚华是一
名有着10年军龄的退役军人，2005
年离开部队后，他开起了出租车，每
天起早贪黑，热心待客，一干就是7
年。 2017年，经过层层选拨，付尚
华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了我区第一
批党建助理员。

2017年的一天，付尚华偶然间
看到妙峰山镇公开招聘党建助理
员，他动了心思。不仅是因为他符
合招聘条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
想帮助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

他回忆说：“当时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问我，如果把你分到条件特
别艰苦的地方，你应该怎么做？我
说就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付尚华被分到了20多公里外
的炭厂村，当时摆在他面前最大的
困难就是上下班不方便。“我们家到
炭厂村就一辆公交，而且末班车是
下午3点。所以我一咬牙，就买了辆
车，当时我挣2000多，油费就1000
多，但是我想着能为村里多做点事，
值了。”付尚华说。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
付尚华来炭厂村的初心和使命，也是
作为一名优秀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
当。克服了种种困难后，付尚华在炭
厂村的工作也渐渐走上了正轨。

付尚华清楚地记得，工作第一
天，他的头一个任务就是整理档案，
那时候他跑到15公里外的妙峰山
镇查档案，整理并且熟知全村党员
信息。他觉得这个是成为一个好的
党建助理员的第一步。

付尚华整理信息时，特别留意
了每位党员的生日和入党时间。他
说：“我发现有的党员党龄比我年龄
都大，这是让我特别受感触的一
点。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就想为党
员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最后决定给
每一位党员制作‘入党贺卡’，也是
对每一个党员的肯定。今年已经是
送了第 3年了。以后每一年都会
送。”

75岁的老党员李成民是第一位
收到付尚华赠予“入党贺卡”的党
员，他接过贺卡的时候红了眼眶：

“小付做的工作太让我感动了。”
了解每一位党员信息是工作基

础，作为一名合格的党建助理员，还
要在提高党员群众的综合素质、密
切党群关系上下功夫。为此，他协
助支部多次安排党员和村民学习党
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还协助组织了
100多次党员活动。

付尚华是个喜欢读书的人，空
闲的时候就会拿出书来读。他习惯
一边读一边用荧光笔标记重点，并

且在旁边作批注。他认为读书最好
的状态就是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分
享。怎么能让整个村形成一个良好
的读书氛围，这是付尚华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久而久之，“成立读书
会”这个想法在他心中萌芽。

在村“两委”班子支持下，2019
年他协助支部成立了炭厂村“当代
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定期组织会员
学习。如今读书会成员越来越多，
村里读书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

不仅如此，付尚华还为读书会
设计了会旗，打造炭厂村“当代马克
思主义读书会”的品牌，使读书会的
旗帜飘得更远。“我们会旗上会标的
意义是‘一心向党’，我相信在党的
指引下，我们村会建设的越来越
好！”付尚华说。

“一心向党”，这是当年付尚华
入党时的誓词，也是指引他生活、工
作的信念。这么多年，他一直守着
自己那一颗初心，从来没有动摇过。

在付尚华的努力下，村里的党
建工作开展变得顺畅了许多。而他
不仅出色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还积极参与村里的其他事情。在炭
厂村，到处都能看到付尚华的身影。

为了让村民有一个整洁舒适的
环境，他当起了“消杀员”，隔三差五
背着药箱在蚊蝇孳生地打药；为了

能让村民了解新政策，他当起了“广
播员”，用自己的话写成村民易懂的
稿件，为大家讲述。为了打响炭厂
村一张名片，他自学公众号制作运
营，给村里创建了名叫“炭厂网”的
微信公众号。他还为村里创办了月
报，通过这种形式向村民宣传时下
热点知识。

付尚华，就是这样一个对待工
作兢兢业业的人，虽然来村里的时间
短，但是他却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每一
位村民的认可。村民平秀琴说：“小
付特别优秀，为村子办了不少实事。
受他影响，今年我也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前年，炭厂村被评为“先进村民
委员会”，去年被评为“首都绿色村
庄”。他相信，一步一步扎实的走
下去，他心中的那个梦想也很快会
实现。“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帮助村
子建成‘全国最美乡村’。在今后的
工作中，会继续发挥军人退伍不褪
色的精神，坚持贯彻‘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协助村‘两委’班
子，把炭厂村建设的更美好！”付尚
华说。

本报讯（记者 屈媛 何依锋）
只要主动进行垃圾分类就能通过
微信小程序获得积分奖励，月底
结算，积分可以兑换洗衣粉、肥
皂、卫生纸等日常生活用品。这
种“上班族”打卡、挣工资式的奖
励办法，就是大峪街道向阳东里
社区在垃圾分类工作中推出的一
项新举措。

一大早，社区居民李文芝在
扔垃圾的时候碰到了正在推广垃
圾分类的社区工作人员，工作人

员手把手地教了李阿姨如何下
载、使用垃圾分类小程序，并讲解
了如何积分兑换小奖品。

李文芝说：“有了这个垃圾分
类小程序，扔垃圾都能换毛巾了，
还有人远程指导扔的对不对，这
个新潮的方式我们都喜欢。”

据了解，积分兑换小程序中需
要填写居民的家庭住址，以便记录
积分情况。每天7时至9时、18时至
20时两个时间段，只要居民准时、准
确投放垃圾，积分就会立刻“到

账”。获得的积分可以在每个月的
月底兑换毛巾、香皂等日用品。

同时，为提高社区垃圾分类
工作效率，将社区内的9个垃圾桶
站全部安装了摄像头及话筒，平
时，只需要1名社区工作人员或志
愿者在监控终端随时监督每个桶
站的情况，对投放不正确的居民
可通过远程话筒“喊话”，告知正
确分类方法，还可以帮助手机操
作不熟练的老年人，通过话筒告
知终端工作人员自己的楼牌号，

从而实现工作人员在后台操作线
下积分。一整套的软硬件设备，
实现了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智能自
动化管理，大大提高了垃圾分类
工作监督效率。

大峪街道向阳东里社区党委
书记郑红梅说：“此次垃圾分类积
分兑换小程序，我们将通过1个月
的时间进行推广，确保小程序在社
区全覆盖，通过积分换物，进一步
提升居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的意
识，让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民心。”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马燊）近日，在新桥大街国泰
商场南侧路口处，一位老人在骑自行车下坡右转时，不小
心摔倒在路边。正在采访途中的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屈媛
帮助老人及时就医。

当时，屈媛看到这一幕立即上前查看老人的情况，并
将老人从主路搀扶到辅路护栏处，在确保道路通畅和老
人不会受到二次伤害的前提下，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

在等待救护车到来的时候，她不断询问老人的身体
情况，得知老人腿部没有知觉，身上还有擦伤时，屈媛一
边嘱咐老人尽量不要移动，一边轻声安抚他的情绪。路
过的市民也纷纷上前帮忙。

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后，医护人员经过初步检查，判
断老人右侧膝盖处疑似骨折，立即将老人用担架抬到车
上，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屈媛坦然地说：“遇见这种事儿肯定要管的呀，向需
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本身就是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
育。以后不管遇见多少次这样的事儿，我都会这样做，
这是我应该做的、必须做的。”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张欣
皓）近日，有市民反映北涧沟社
区东北侧的一处无证无照私人
砂石料厂存在噪音扰民、扬尘
污染等行为，严重影响周边居
民日常生活。东辛房街道联合
区公安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违法的砂
石料厂进行综合整治。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处违
法砂石料厂的位置距居民楼仅
有 100 多米，而且运输车辆进
出厂区，只有社区前的一条道
路。厂内作业场地未实施硬
化，沙石等物料露天堆放，未采
取有效的扬尘防治措施，运输
车辆进出都会造成扬尘污染，
给周边市容环境造成影响。执
法人员按照相关要求，依法依
规取缔违法砂石料厂，利用大
型机械设备对厂内的砂石进行
清理，并对处理后的裸露土地
进行苫盖。

一位社区居民说：“以前晚
上的时候，总是有车辆进出，吵
的我们都睡不着觉，影响休息。
车辆一过，扬尘满天飞，特别
脏。现在取缔可好了，不但能睡
个踏实觉，而且环境也好了。”

据了解，这处违法的砂石料
厂占地700余平方米，此前长期
进行非法运营，严重影响周边环
境和居民生活，东辛房街道接到
市民诉求后，立即启动“街乡吹
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多次
对这处砂石料场进行调查，对当
事人进行法律法规、政策宣讲。
这次整治期间共出动执法人员
18人，车辆7辆，大型机械设备
2台，清运砂石料1000余方。

东辛房街道综合行政执法
队队长史长勇说：“下一步，将
在砂石料厂门口设置限高杆，禁
止非法运营的砂石车辆进出，还
将对这片裸露土地进行绿化，避
免影响周边市民的正常生活。”

本报讯（记者 刘鹏）近日，北
京热力门头沟分公司针对我区部分
老旧小区冬季供热效果不好的问
题，实施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

在大峪街道向阳东里社区的
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在确保施工
安全的基础上，对地下井管道进
行二次喷射泵的安装。工程完工
后，将平衡热力管网的压差，改善
室内热力失衡的问题，进一步提
升供暖效果。

据了解，这次供热管网改造

项目涉及供热面积近 46 万平方
米，惠及居民5685户。

门头沟分公司黑山服务站生
产组组长李建说：“由于老旧小区
建筑年代久，存在外墙不保温、供
热质量差的问题，为了提升热用
户的供热质量，投资900余万元进
行‘冬病夏治’工作，分别对向阳东
里、向阳楼、双峪小区进行二次网
喷射泵技术改造。另外，对三家
店部分小区和德露苑小区的老旧
管网进行改造，预计9月底完工。”

本报讯（记者 刘鹏）近日，斋
堂镇双石头村村民向村委会反映，
街坊路作为进出村子的必经之路，
因年久失修加上大量通往爨柏景
区的旅游车辆碾压，导致路面坑洼
不平，给村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一位村民说：“老人和孩子过
这条路的时候都得扶着，下雨天
坑坑洼洼的更不好走，车一过溅
一身水。”

双石头村“两委”针对村民诉
求，立即对道路进行重新铺设，动
员村内18名党员和群众参与到

道路改造工程当中。
由于双石头村位于爨柏景区

之内，为了不影响景区整体风格，
施工人员将原路面铲除后，使用
青石板重新铺设，保持古村风貌，
同时实行道路单侧施工，并安排
村民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双石头村党支部书记李闯
说：“我们先把这段破损最严重的
路修完，下一步将陆续把整条路
全部修完，总共2800多平方米，
目前已经修了五分之一，工期大
概需要半年时间。”

近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
责人落实“接诉即办”“五个亲自”要求，
对企业经营者史先生的诉求进行电话
回访。询问其反映的企业没有工作居
住证如何办理开户的问题是否得到解
决，以及对工作人员的服务是否满意。

史先生在回访过程中表示问题已
解决，对此次诉求办理情况非常满意。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致力于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为我区企业做好精准服务，帮
助企业享受国家政策，切实解决企业难
题。同时，将社保中心和公共服务中心
的咨询电话提供给反映人，保证为企业

继续做好后续服务工作。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今年7

月起完善“接诉即办”工作办理机制，对
市民诉求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批、责任科
室具体办、主管领导亲自督的批办体
系.做到对市民诉求“接诉即办”，从始
至终有领导亲自盯、亲自督，确实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着力为我区的
企业和群众解决身边的揪心事、烦心
事。7月,共接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转
办件 133 件，解决率 95.15%，满意率
98.06%，较 6 月份综合成绩上升了
11.3%，在全区排名从第20名上升到第
11名。

近日，斋堂镇东斋堂村的杜先生通过12345反映，
自家附近有棵榆树，树龄较老，刮风时经常出现枯枝掉
落的情况，而且榆树附近就是健身小广场，树枝掉落对
过往车辆、行人造成安全隐患，希望进行清理。

接到市民反映后，镇村干部立即赶赴现场并与反
映人杜先生见面，实地了解情况，经现场勘查，市民反
映的榆树树龄老、树冠大，树木高度约20余米，周边均
为民房，车辆人员密集，作业难度大，危险系数高。

为妥善解决市民诉求，给周边村民营造安全的生
活环境，镇包村科室企管中心、业务主管科室林业站积
极协调，联系专业部门进行处理，由于道路狭窄，作业
车辆无法进入，只能进行人员作业。

经过一天的时间，作业人员将树木进行了修剪，期
间东斋堂村村委会积极配合，将枯枝、树叶等及时进行
了清理。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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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做“门头沟热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