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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做“门头沟热心人”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退伍不褪色的社区“兵支书”

永定镇空地改成停车场永定镇空地改成停车场
环境提升得民赞环境提升得民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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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镇
持续营造清洁优美宜居环境

三家店三分社改善百姓居住环境三家店三分社改善百姓居住环境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潭柘寺镇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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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耿伟）龙泉镇中
门寺南坡一区社区党支部书记李
艳，是一名退伍军人。2015年到社
区工作后，她继续发扬军人吃苦奉
献、勇往直前的优良作风，全身心投
入到社区各项工作当中，彰显“退伍
不褪色，退役不退志”的军人本色。

每周五是龙泉镇的“环境清洁
日”。一大早，李艳便和社区志愿者
一起打扫社区卫生，擦拭护栏扶手，
捡拾垃圾杂物，共同维护干净整洁
的社区环境。

中门寺南坡社区的居民来自原
龙泉镇辖区内的西辛房、滑石道、门

头口等8个村子，社区建立之初，居
民生活习惯的差异给社区“两委”
开展工作带来不少问题。针对这
样的情况，李艳没有退缩，部队练
就的敏锐观察力立刻使她抓住了
问题的关键，并且想到了解决办
法。在镇领导的帮助协调下，李艳
迅速与过去8个村的党支部建立了
联系，并且制定了协商共建机制，在
社区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各自发
挥作用和优势。

据了解，李艳的协调能力非常
强，她能很好地协调8个村的党支
部书记，共同协商解决社区存在的
一些问题，8个村党支部对李艳的工
作也都十分支持和配合，这样一来，
使得小区各方面的工作开展的越来
越好。

居 住 在 这
里的居民一提
起李艳也都竖
起大拇指，说这
个小区从环境、
管理等方面做

的都很不错，有什么困难和需求，在
居委会也都及时解决。

社区工作事无巨细，想管理好
一个4300多人的回迁社区更非易
事，车辆停放、生活用水、环境卫生
等等，每一件小事都关系着百姓的
切身利益。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李
艳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村居共
建机制，积极了解百姓诉求，全力解
决百姓的烦心事、操心事，用实际行
动诠释“退伍不褪色”的军人品质。

李艳说：“我觉得我们当过兵的
人要说退役不褪色，这个色就是红
色，对党有一颗红色的心，对百姓有
一颗红色的心。对于我来说，在岗
位上为居民服好务，就是不褪色的
最好体现。”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杨铮）连日
来，永定镇不断加大裸露土地治理力
度，针对辖区裸露土地实施提升改造
工程，通过建立临时停车场、开展绿
化美化等方式，提高地区城市环境质
量，满足百姓生活需求。

记者在迎晖南苑社区北侧看到，
这里经过整治后已经变成一处临时
停车场，场内铺设了碎石，设有230个
停车位。为了确保停车场的正常使
用，永定镇工作人员与施工方多次进
行对接，检查场内设施、进出口设置，
同时与周边社区进行协商，在停车场
建成后，免费向公众开放。

一位市民说：“以前我开车回来
晚了都没地方停车，绕小区好几圈都
找不到停车的地方，把车停马路边儿
也不安全。自从有了这个停车场后，
不仅停车方便了，小区周围环境也变
得更好了，大家觉得特别好。”

据了解，这处空地原先是一处闲
置用地，由于长时间无人管理，导致
杂草丛生，建筑垃圾堆积，不仅严重
破坏了周边环境，还给附近社区居民
生活造成影响。为此，镇政府按照

“创城”工作要求，对这处裸露空地进
行升级改造，建立一处 6000 平方米
的临时停车场，解决周边居民的停车
难题。

永定镇环境办工作人员王飞说：
“接下来，我们将结合百姓需求，对
辖区内的空地进行美化绿化和停车
场的规划，为辖区百姓提供更多的
服务。”

本报讯（记者闫吉张修钰）连日
来，龙泉镇三家店三分社按照“创
城”标准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求，
对辖区环境进行了全面整治，改善百
姓的居住环境，提升地区整体形象。

三家店西老店地区是典型的城
乡结合部，平房密集，人口众多。为
有效改善辖区整体环境，三家店三
分社连同物业公司利用两个月的时
间对辖区进行了大扫除。现在走进
村子，灰白搭配的房屋墙面干净整

洁，每条胡同和街巷都安装上了标
牌，街道里的车辆也有序停放在停
车线内，原来村民私搭乱建的小棚
子也都没有了踪迹。

三家店三分社工作人员说：“在
这次人居环境整治当中，一方面围
绕‘创城’标准，另一方面针对百姓
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开展整治工
作。特别是把全村的街巷、胡同都
进行了规划，一条中轴路、8条胡同、
31排房都统一做了标牌，使村容村

貌整齐有序。”
两个月的时间，村里重点整治

了车辆乱停乱放、胡同街巷私搭乱
建、门前乱摆乱放等问题。通过一
系列的整治行动，辖区内的“脏乱
差”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善。村民说：

“现在村里的街道非常干净，没什么
私搭乱建，这次整治提升了我们的
居住环境。”

为持续巩固治理成果，三家店
三分社研究建立长效机制，在日常

保洁的基础上，派专人定期进行环
境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治理。同时，
大力宣传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意
义，提升百姓爱护环境的意识。下
一步，村里还将重点做好常态化的
管护，依托物业公司做好日常的保
洁，随乱随清。村“两委”干部持续
开展巡视，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同
时，充分发动党员志愿者相互监督、
齐抓共管，开展集中整治志愿活动，
确保环境长效保持。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潭柘
寺镇坚持“红色+”党建引领，积
极探索物业管理新思路，构建党
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物业管理体
系，有效破解当前物业管理服务
中的难点、乱点、热点问题，打通
服务群众家门口的“最后一公里”，
解决回迁社区物业服务难题。

针对辖区内村居并行、社区
人员结构复杂、管理难度大的问
题，潭柘寺镇充分发挥物管会党
支部堡垒作用，转变社区治理理
念、创新党建引领，依托“红色联
盟”议事会平台，实现社区、物管会
和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共治”，居民
有任何困难和诉求，社区都会通
过“三方共治”机制及时解决。

社区居民说：“我们原来住的
都是平房，现在搬到楼房里，还是
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自从小区
成立了物管会，这些问题都解决
了，飞线充电也没有了，楼道里也
没有乱堆乱放了，社区更干净了，
让我们心里更亮堂了。”

物管会成立后，坚持以居民
“家门无忧”为目标导向，建立物
管会党支部“家门口”服务驿站，
把最好的资源往群众身边汇聚，
凝聚社区治理合力。

潭柘新区二区物管会党支部
书记褚二敏说：“物管会党支部党
员都积极参与到社区议事决策，
投身小区基层治理，把党建引领
社区治理的触角延伸到了社区的
各个角落，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

据了解，潭柘寺镇共有3个
社区已全部成立物管会及其党组
织，物管会21名委员中，党员比
例达90.5%，“三率”覆盖率均达
到100%。

潭柘寺镇党委副书记叶荣德
说：“潭柘寺镇充分发挥社区党委
管委会和物业党支部普通党员干
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凝聚起
破解难题的强大合力，通过改进
提升物业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
构建共享共建共治的社会管理大
格局。”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近期，

王平镇持续营造清洁优美宜居

环境。20个村居对辖区内主次

街道、背街小巷、河边沟渠进行

清理。

在整治过程中，党员干部、

新时代文明志愿者、“门头沟热

心人”纷纷发挥不怕脏、不怕累、

“讲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神，

在炎炎烈日下清理垃圾10余车，

参与人数达 400人。色树坟社

区、河北社区、西苑社区、东王平

村、西王平村、南涧村、西石古岩

村，在村、居内新修景观围挡墙

体，共计1500平方米，使居住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新修景观围挡

墙得到了居民的认可。

东石古岩村开展为老年人免

费理发服务活动，得到居民好

评。为村民修建直通公交站行人

步道，长45米，宽1.5米，设计均

采用缓坡，方便村里老人出行，村

民张芳表示：“以后出行变得安全

便捷，大家都非常高兴。”

近日，市民反映城子街道向阳社
区6号楼附近积水严重，影响居民出
行，希望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城子街道接诉后，工作人员进行
现场核查，向阳社区6号楼共计72户
居民，东侧紧贴黑山北延线护坡墙。
近期下雨出现积水情况，从6号楼1单

元至黑山北
延线护坡墙
的道路积水
达 到 30- 50
厘米，严重影
响6号楼居民

出行，之前未出现过此类情况。
城子街道利用“吹哨报到”机制，

积极组织物业公司、黑山北延线施工
单位及6号楼住户，进行实地勘查，社
区内雨水自护坡墙附近的下水管道顺
势排放至黑山北延线，经道路雨水篦
汇入附近排水管线。由于护坡墙在实

施加固工程，喷浆作业时防汛排水口
被部分堵塞，加之上排水口在泄洪过
程中树叶、杂草等将排水口堵塞，导致
雨水无法正常排出，造成社区路面积
水严重。

经协商，由黑山北延线施工单位
（护坡墙加固单位）协助处理。由于排
水管道位于护坡墙附近，作业难度较
大，施工人员只能进行人工作业，使用
锤子、镐等工具进行疏通，社区及物业
公司工作人员对上排水口杂物进行清
理，积水问题彻底解决，施工人员将护
坡墙进行了再次加固处理。

每年新学期开学前，都是学生配
制眼镜的高峰期，为加强对眼镜制配
行业计量管理，保护好学生视力健
康，区市场监管局“未诉先办”，对辖
区眼镜制配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执法人员重点对各单位在用的
验光仪、焦度计、验光镜片箱进行检
查，查看检定有效期、设备工作状态
和使用频率，确保仪器设备在检定期
内正常使用。检查过程中，各单位积
极配合，提供相关证件、证书。

通过检查发现各单位计量管理
制度齐全，计量器具均进行登记造册
并设有专人管理，操作人员完成系统

培训。在用计量
器具均在检验周
期内，工作状态良
好，能够满足各类
视力矫正的需求。

全区共有11
家眼镜配置单位，
截至目前已完成
检查8家，检查在用计量器具27台
件，暂未发现违法违规问题，执法人
员要求各有关单位严格按照《眼镜制
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认真做好计
量管理工作，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
的配镜服务。

美术家用画笔描绘美好生活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近日，

区文联先后组织美术家小分队

20名艺术家，深入清水镇、斋堂

镇开展美术主题采风创作活动。

据了解，此次采风创作活动

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时期，为表现我区近年来在精

准扶贫、特色种植、精品民宿、环

境保护、人居环境改善及“双创”

方面取得的成就，深入挖掘我区

“六大文化”，?加强现实主义题材

创作而开展的。同时，也是为下

半年“共享小康社会 奋斗绿水青

山”门头沟区书画摄影暨第九届

书法篆刻临帖作品展做准备。

美术家们先后来到清水镇塔

河村五味子种植基地、北京九仙

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石斛基

地、梁家庄精品民宿、清水花谷，

斋堂镇白虎头精品民宿、黄岭西

精品民宿等地进行了写生创作。

来自朝阳区的特邀画家崔君

旺在采风过程中赞不绝口。他

说：“门头沟城区这几年我经常

来，城镇的变化已经让我很惊讶

了，没想到门头沟山区的变化也

这么大。满眼的绿色，到处是鸟语

花香，农民的日子过得太幸福了。”

通过此次采风创作活动，激

发了美术家们的创作热情，大家

表示，要以更贴近现实、扎根人民

的方式开展美术创作，用自己手

中的画笔描绘出我区人民的美好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