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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排水管道 增设路灯 翻修路面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甘于奉献的社区大家长

信园社区改善人居环境信园社区改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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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向环保
垃圾分类意识从小培养

开展卫生清洁行动
营造良好乘车环境

支付工资▲

西杨坨村老年食堂恢复开放西杨坨村老年食堂恢复开放

自助购气机社区“安家”
高效服务贴心为民

落实“五个亲自”要求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安琪）邸秀梅是永
定镇冯村嘉园社区居委会主任，她
就像这个社区的大家长，细心的照
顾着社区里的每一个人。虽然已经

67岁，但干起工作来却从不叫苦叫
累，劲头丝毫不输给年轻人。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邸
秀梅第一时间有条不紊地安排好社

区的防疫工作。从摸排社区人员、
入户发放材料，到卡口执勤、为隔离
人员送物资，邸秀梅都亲力亲为，从
不懈怠。“社区的事儿就是自己家的
事儿，哪里需要我，我就随时赶到。”
邸秀梅笑着说。

社区工作总是千头万绪，碰上
疫情就变得更为复杂。在防疫工作
之初，邸秀梅就遇到了难题。原来，
在冯村嘉园社区有几位高龄老人，
老人们的亲属众多，都想来老人家
里尽孝，而这些老人亲属的出入证
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为此，邸
秀梅专门召开了专题会，和其他工作
人员商讨解决方案。最终，他们为这
几位老人的子女发放了小区临时出
入证，完美化解了这个难题。

认真负责的邸秀梅把社区当作
了自己的家，只要社区有工作、居民
需要她，她就随叫随到。有时早上6
点就来到岗位，最长的时候她连续
工作了18小时。有几次因为工作
到深夜，邸秀梅便住在了办公室里，

方便随时处理社区工作。
当社区的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

时候，邸秀梅还会把自己的儿子和
儿媳叫来一起帮忙。无论是卡口站
岗、入户排查，还是运送物资，都能
看到邸秀梅儿子儿媳的身影。家人
对自己工作的支持，让邸秀梅十分
感动。

除了儿子儿媳的支持，邸秀梅
的老伴儿和孙子也在日常生活中为
社区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退休在
家的老伴儿，经常在社区助人为乐，
邸秀梅的孙子认真践行垃圾分类，
在业余时间也会和奶奶一起为社区
老人送爱心。

热情又甘于奉献的邸秀梅一
家，收获了社区居民们的满满好评，
也成了许多家庭学习的榜样。

也许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一个家庭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但当
千千万万像邸秀梅这样的家庭参与
到社区的建设中，便会让我们的社
区、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好。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陈凯）近日，永定镇信园社区充分发
挥社区物管会作用，启动民生改造工程，通过安装排水管道、
增设路灯、翻修路面、拓宽道路等方式，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

信园社区是个老旧小区，由于小区内部车辆较多，长时间
的车轮碾压，使路面出现严重破损，变得坑坑洼洼，一下雨路
面就会出现严重积水，再加上路灯稀缺、道路狭窄等基础设施
不完善的问题，给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不便。

社区物管会党支部成立后，积极与区水务局对接协商，实
施雨洪排水工程。同时，结合居民生活需求，在楼道门口安装
路灯，修复破损路面，方便百姓出行。

一位居民说：“以前我们这儿坑坑洼洼的，积水特别多，再
加上没有路灯，晚上特别黑。成立物管会后，大家伙儿跟物管
会反映这些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落实了，大家伙儿非常高
兴。”

据了解，这次民生改造工程内容包括排水管道安装、路面
修复、路灯安装、乔木种植、草坪铺设等，预计修复路面9693平
方米、铺设绿地3000余平方米、种植乔木4种116株、安装路灯
48个。目前，工人们正在进行雨洪排水工程和路面修复工程，
为了保障施工安全，施工方在安全区域设立了安全提示牌，并
指派专人进行督导，确保工程有序进行。

信园社区物管会党支部书记李广通说：“工程预计在9月
中旬完工，今后，会继续发挥物管会的作用，结合居民生活需
求，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高群众的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虹）年初以来，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军庄镇西
杨坨村的老年食堂暂停了对老人提供就餐服务。随着疫情态势逐步平稳，近
日，西杨坨村老年食堂恢复开放，继续为全村70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午餐。

上午10时30分，食堂的厨师们就开始为老人们烹制午餐。考虑到老人
牙口不好，厨师还特意把蔬菜多切上几刀，菜品也制作的更软烂一些。

中午11点，老人们拿着餐盒，陆陆续续来到食堂打饭，工作人员按照老
人的需求，把菜品分放到老人的餐盒里，每一份饭菜都足斤足两。

就餐老人说：“咱们村给办的老年餐桌特别好，吃着放心也顺口。岁数大
了，做饭费劲儿，儿女上班顾不上我们，中午能来这吃上一口，真是特别方
便。”

据了解，开设老年食堂，是军庄镇西杨坨村一项敬老、爱老的便民服务举
措，开办至今已近3年时间。食堂为村内60多名70岁以上老人提供午餐服
务，每位老人每月可享受18次免费就餐的机会。

西杨坨村党总支书记赵宝忠说：“尊老、敬老、爱老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美
德，为了更好地照顾村里老人们的晚年生活，由村委会和餐厅共同出资，创办
了老年餐桌，让村里老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
近日，为方便群众就近购买天然
气，大峪街道龙山二区社区居委
会积极与北京华油联合燃气开发
有限公司进行对接，引入小型自
助购气终端机，切实做到高效服
务、贴心为民。

在华油燃气公司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居民将燃气卡插入调试
阶段的自助购气机，体验价格查
询、扫码缴费和操作指引等初始
功能。

一位社区居民表示：“这个购
气机挺方便的，也很容易操作。
原来买燃气得去营业厅买，现在
在家门口就能直接购买了。”

据了解，目前门城地区仅有
一家燃气营业厅，很多不习惯线
上购气的居民只能跑到几公里外
进行现场缴费。为提升服务质

量，华油燃气门头沟分公司在全
区推广安装12台自助购气机，其
中4台已正式投入使用，让居民在
家门口也能轻松办理燃气业务。

华油燃气门头沟分公司的工
作人员刘梓赫说：“自助购气机调
试结束后，每天会派专人来进行
维护管理。同时，为照顾操作有
困难的老年用户，也会通过小贴
士等形式，帮助他们解答使用过
程中的问题。居民也可以随时拨
打客服热线010-56872277进行
询问。”

在此次自助购气机的安装过
程中，龙山二区居委会广泛征求
居民意见，主动承担安装管理费
用并提供场地，促成了便民服务
设施的快速安装落地。正式投入
使用后，自助购气机将惠及周边
约7000户居民。

本报讯（记者安振宇郭映虹）
近日，龙泉镇中门寺南坡一区社
区组织学生开展DIY垃圾桶制作
社区活动，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培
养环保意识。

上午 9 时 30 分，在中门寺南
坡一区社区里，10多名学生在家
长的陪伴下，一起参与这次有趣
的DIY垃圾桶制作活动。在听取
垃圾分类知识后，学生们迫不及
待地制作起来。一片片组装材料
在他们的仔细拼插中，很快制作
成童趣十足的四类垃圾桶。

工作人员还利用配套卡片，
带领学生进行分类投放游戏，针
对制作活动中产生的纸质垃圾，

还当场开展了分类投放，进一步夯
实了学生们对垃圾分类的认识。

参与活动的学生开心地说：
“我特别喜欢这次活动，又能做手
工，又学习了垃圾分类知识。”

陪同参与活动的家长也十分
满意，一位家长说：“这次活动既
丰富了孩子的暑期生活，也让他
更了解垃圾分类知识。回家以
后，要多多带着孩子参与到家庭
的垃圾分类中，从小培养他的环
保意识。”

下一步，社区将邀请学生参
与到社区环保志愿服务中，进一
步深化保护环境，爱护家园的文
明意识。

近日，市民反映黑河沟教堂桥区段河道有污
染、水质变差、存在异味。区水务局接诉后立即
行动，采取三项措施改善河湖水质。

区水务局采取领导包案，现场办公方式处
理。组织供排水事务中心、河湖景观管护中心、
办公室等部门现场勘查，根据部门职责进行分
工，立即采取人工打捞、河岸清洁、水源调配等应
急措施改善河道水质。组织人员力量20余人，

沿整条河道开展巡视排查，初步判
定污染源是来自河道外部，由雨水
口进入河道，并根据受污染程度确

定重点点位，明确侧重点开展研判。同时，通过
视频监控，人员巡查等方式沿雨水管网进行污染
源排查。

针对此问题，对城区主要河道及雨水口开展
全方位排查并在原有巡查力量的基础上增加人
员和巡查频次，严查违法排污行为，确保河湖水
环境质量持续良好。

近日，市民胡先生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
线，反映潭柘寺镇某建筑工地拖欠工人工资，希
望相关部门协调解决。潭柘寺镇高度重视、积
极响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区委、区政府提出的

“接诉即办”“五个亲自”的工作要求。
潭柘寺镇接到此诉求后召开了拖欠农民工

工资专题会商会，会议强调，根据数据分析，农
民工工资问题是近期易发、多发的群众诉求，镇
主要领导要包案办诉，按照“一诉一案”的方式，
及“亲自谋划定方案、亲自组织追工资，征求意
见暖人心”的模式，镇主管领导、社保所、劳动监
察员要立即介入调查，协调双方尽快达成一致，
让农民工工资快速落地，确保办诉过程要提速，
办诉结果有温度。

会后，潭柘寺相关负责人联系项目甲方负
责人，要求妥善处理农民工工资问题。随后镇
社保所、劳动监察员约谈了项目负责人，组织学
习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经过双方现
场调解、核实工单，达成一致意见，约定次日发
放拖欠工资。

潭柘寺相关负责人致电诉求人胡先生，告
知诉求人镇党委、镇政府坚决维护农民工合法
权益，会尽全力帮助诉求人拿到应得的工资。
次日，施工方如数支付了拖欠诉求人及9名工
友的3个月工资，共计13.476万元。

胡先生对处理结果和政府的工作效率表示
非常满意，并感谢镇党委、政府对维护农民工权
益的高度重视。

协调会▲

本报讯（记者 耿伟）北京公
交集团第四客运分公司第十一车
队，每个月会开展3次卫生清洁
行动，组织车队司乘人员对公交
运营车辆和站台卫生进行打扫,
营造干净整洁的乘车环境。

记者在快速公交 4 号线龙
泉西场站看到，车队的司乘人员
和保洁人员正在利用运营间隔
时间，对停驶的公交车进行清
洁，洗刷车身和车窗，擦拭车厢
内的座椅、扶手，清洁车厢地
面。据车队工作人员介绍，每个
月的10号、20号和30号是车队
的集中清洁日，车队会组织轮休
的司乘人员对所有公交运营车
辆进行卫生维护，保持车辆的干

净整洁。
北京公交集团第四客运分公

司第十一车队党支部书记苏春生
说：“希望通过定期开展的环境清
洁日行动，进一步打造京西公交
线路的靓丽风景和城市名片，为
乘客营造干净、整洁、舒适的乘车
环境。同时，也为我区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贡献一份力量。”

除了公交运营车辆，车队还
高度重视快速公交4号线站台的
卫生环境维护，今年对线路沿线
的站台进行升级改造后，在每月
集中清洁日的非运营高峰时段，
组织人员擦洗站台的橱窗、座椅
和防护门，保持站台卫生干净整
洁，为市民出行营造良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