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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子街道 龙门新区四区 100 1

2 大台街道 木城涧社区 100 1

3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六区 100 1

4 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四区 100 1

5 王平镇 西苑社区 100 1

6 雁翅镇 雁翅社区 100 1

7 永定镇 润西山社区 100 1

8 永定镇 上悦嘉苑社区 100 1

9 永定镇 欣六园社区 100 1

10 永定镇 永和新苑社区 100 1

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东辛房街道 98.4 1

城子街道 97.6 2

龙泉镇 97.3 3

大峪街道 96 4

潭柘寺镇 94.1 5

永定镇 92.8 6

军庄镇 92.5 7

其他地区

雁翅镇 97.6 1

大台街道 97.3 2

王平镇 96.8 3

斋堂镇 96 4

清水镇 95.7 5

妙峰山镇 94.1 6

舍小家为大家的双警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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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中门寺南坡地区推出新举措 为民办实事办好事

大峪街道文化中心恢复开放

本报讯（记者 张修钰）龙泉镇
中门寺南坡地区属于采空棚户区改
造拆迁安置楼房社区，拆迁的10个
村分别是东辛房村、西辛房村、东龙
门、西龙门、石港村、滑石道村、岳家
坡村、门头口村、三店村、天桥浮村，
安置房社区常住人口近 3000 户
8000余人，安置8个村的村民。地
区现有2个社区党支部，8个村党支
部，是典型的村居并行社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龙泉镇创新基层治理方式
方法，坚持在服务群众中践行初心使
命，以党建统领打破村居壁垒，积极
探索构建“联建、联管、联用、联防、联
动、联创”的红色“2+8”协商议事机
制，促使10个党支部“心连心”共同
参与地区治理，切实解决老百姓家门
口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这种
创新村居并行的管理模式，在疫情防
控、“创城”“接诉即办”等一系列急

难险重的工作面前得到了充分检
验，也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建立“上下互通”的常规性议事
协商机制。组建由龙泉镇处级干部
兼任主任，2个社区书记、8个村党
支部书记兼任成员的中门寺南坡地
区红色“2+8”协商议事会，采取每月
定期、每周不定期的形式召开协商
议事会议。一方面针对上级单位部
署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开展大型
文体活动、重点工程项目实施等工
作任务在社区落实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通过“2+8”协商议事会、党员大
会、村居民代表会，层层研讨分析，
层层细化措施，及时处理相关问
题。另一方面要求村、居民代表通
过巡查、走访，积极收集民意，掌握
群众诉求，及时通过村居民代表会、
党员大会、协商议事会，层层反馈相
关问题，由协商议事会牵头，充分发
挥“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妥善

解决相关问题。目前，通过协商解
决各项事务近80余件，逐步形成了

“村居共建，六联共创”的局面。
打造“线上线下”的创新性区域

治理模式。中门寺南坡社区坚持热
线求助常态服务，切实加强党组织
统领全局，统筹整合社区组织资源，
把村、社区“两委”干部、志愿者、物
业公司等人员组织起来，建立“南坡
热心人微信群”，并把微信群作为倾
听民意、解决问题的重要渠道，24小
时为群众提供市民生活类、事务类
等多项服务。按照社会治理五大要
素——人、事、地、物、情以及各村实
际情况，将整个南坡地区划分9个网
格，每个网格由各村居党支部书记主
持负责所包楼内的全面工作，实行网
格化管理。借助“南坡热心人”微信
工作群成功处置社区管理工作中的
突出问题和不文明行为800余起，处
置率达100%，实现了“未诉先办”。

理顺“自下而上”的规范性诉求
办理途径。一段时期以来，红色“2+
8”协商议事会本着踏踏实实“践行
初心使命，多办利民实事好事”的原
则，融入群众，问策于民，倾听民声，
整合资源，解决问题。将10个村居
的部分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统筹利
用，用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
事务支出，修建了地区居民盼望已
久的1000余平方米户外活动广场；
针对南坡地区因水压不足及水管破
损造成经常性的停水问题，协调区
棚改中心加装自来水泵房，改建部
分管线；针对配套设施不足问题，协
调区商务局增设格林摩尔、左邻右
里、缤果盒子便民购物点，并安排便
民菜车进社区，解决买菜难问题；制
定《车辆停放管理制度》，对道路进
行消防通道的划线，解决乱停车问
题。一系列及时有效的行动解决了
居民的难题，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

本报讯（记者 屈媛 何依锋）近日，大峪街道
文化中心在做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前提下正式
对外开放，满足了周边广大群众对文化服务的热切
需求。

据了解，目前文化中心只有图书借阅区对外开
放，前来借阅图书的市民需随借随走，馆内有严格
的人数限制，避免人员聚集。

前来借阅图书的市民说：“我住在文化中心旁边，
以前经常到这借阅书籍，后来由于疫情的原因文化中
心关了，家里的书籍不能更新，我这心里还觉得挺遗憾
的。这两天听说又开门了，我赶紧来挑选几本新书回
家看看。”

1.门头沟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1）高压电工：1名，高中以上学历，月薪341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宋先生 69843006

2.北京双龙智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助理工程师：2名，本科及以上学历，月薪4500-500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李女士 13641026571

3.北京达顺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1）文员：1名，不限学历，月薪3500-4500元
（2）行政内勤：1名，不限学历，月薪3500-450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刘经理13522824607吕经理15010238551

4.北京博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1）网约车司机：20名，初中学历，月薪5000-12000元
单位地址：北京市
联系方式：13051295261

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提供

垃圾分类检查排名
情况通报

表1：社区组周评比前10名统计表 表2：社区组周评比后10名统计表

（一）检查范围
9月6日至9月20日，对13个属地单位

所辖的共67个社区、61个村实施检查。主
要检查分类设施的设置和标准化、分类设施
运行维护情况、分类效果、大类分流情况、站
点周边环境卫生、分类收运情况以及公示宣
传情况共7类22项指标。

（二）检查问题

现场共检查734处点位，发现7类问题
共计220处，问题发生率30.4%；主要问题
为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分类容器设置不规
范、未正确分类投放、站点周边堆物堆料及
站点垃圾满冒等，占问题总量的86.5%。

（三）考核排名情况
1.社区组周评比前10名与后10名排

名如下：

2. 村居组检查情况
目前，全区138个村中已有122个村采

取撤除桶站、定时上门回收方式，分类效果
普遍较好。本周61个村中31个村检查得
分为满分。另外，30个村检查结果也较为
良好，得分均为97分及以上。主要扣分项
为：容器标识不规范、村内垃圾乱堆放、大类
分流站点围挡不规范。

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提供

本报讯（记者 杜潇羽）在我们
身边有一位“90后”女民警，工作中
雷厉风行，对群众热情真诚，她就是李
菲，辖区居民们交口称赞的“好警花”。

1990年出生的李菲，是区公安
分局三家店派出所的内勤民警，是所
里的“内当家”，负责全所民警、辅警
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同时，身兼户
籍工作，管辖着镇街16000多常住人
口。李菲的工作，没有影视剧中的传
奇色彩，有的是家长里短、日常琐事，
窗口虽小却关系着群众的切实利益。

工作中的她，始终以细心和微笑
热情地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努力为

群众排忧解难。曾经，李菲也遇到过
群众的不理解，但她都坚持报以微
笑，不将任何情绪带给前来办事的群
众。“有时也会感觉很委屈，但是都憋
在心里，尽力服务好每一名群众。”谈
起自己的工作，李菲笑着说。

在很多人眼中，警察是令人羡
慕的职业，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双
警家庭的生活往往要比普通家庭特
殊许多。李菲的丈夫同样是一名警
察，在李菲为民服务的时候，丈夫王
磊同样坚守在属于他的工作岗位
上，保卫着辖区的一方平安。

“我们是聚少离多吧，有时候我

刚下班，他就执勤去了，有时候我们
俩半夜就都被单位叫走了。”双警家
庭的特殊性，让李菲和丈夫聚少离
多，李菲说她和丈夫已经很久没有
一起出去旅游了，在一起看场电影
对他们来说已经十分奢侈。

然而李菲却并不后悔当一名警
察，也从未后悔选择双警家庭的生
活。“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作为一名
警察，我们都觉得十分光荣。”李菲目
光坚毅地说。带着这样的信念，李菲
和丈夫都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从
不懈怠。令李菲印象深刻的是2019
年国庆70周年安保期间，她和丈夫一

起参与了安保工作。看着广场上飞过
的白鸽，看着那些热情洋溢的方阵，李
菲露出了微笑，她知道，自己和丈夫的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也是光荣的。

爱不仅仅是“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爱还包含了夜以继日的坚守和
聚少离多的酸楚。李菲和丈夫选择
舍小家为大家，这是他们的爱，也是
他们共同的信仰。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东辛房街道

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 谢琪
锦）近日，东辛房街道联合区消防
支队、区公安分局永定派出所，在
石门营一区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活动现场，区消防支队消防员
结合火灾案例，向居民详细讲解如
何预防火灾、遇到火灾如何扑救以
及自救逃生的方法，并现场教授居
民、商户和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如何
使用消防栓、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社区居民说：“通过演练我
们懂得了更多的消防知识，包括
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安全
知识。我们也会积极配合社区、
物业，做好消防工作。”

商户说：“作为商户，参加这

次演练提高了我们的消防意识，
回去之后我们也要积极开展自
查，确保消防安全。”

活动还利用消防烟雾弹，模
拟火灾烟雾现场，社区居民在疏
散人员的指挥下，捂紧口鼻，快
速有序撤离到安全空旷的位置。

东辛房街道平安办工作人
员说：“通过模拟演练提高辖区
内居民消防安全意识，确保在发
生初期火灾的时候，能够有效自
救，快速逃生。下一步，街道将
对辖区内10000余名居民开展

‘敲门入户’行动，通过发放一封
信、承诺书等形式，进一步引导
居民共同参与消防，关注消防。”

人才高速路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属地属地属地属地 社区社区社区社区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周评比排名 主要扣分问题主要扣分问题主要扣分问题主要扣分问题

1 东辛房街道 西山社区 95 58 站点未设置分类公示栏、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

2 城子街道 龙门新区五区 94 59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站点垃圾满冒

3 龙泉镇 倚山嘉园社区 94 60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4 城子街道 向阳社区 94 61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5 潭柘寺镇 潭墅苑 93.5 62 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

6 城子街道 龙门新区二区 93 63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7 军庄镇 惠通新苑社区 93 64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8 大峪街道 新桥社区 92 65 站点垃圾满冒

9 大台街道 大台社区 91 66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

10 城子街道 龙门新区三区 82.5 67 厨余垃圾分类不纯净、12345投诉

图书管理员介绍，工作日前来
借阅图书的市民并不多，但在下午
孩子放学或周末的时候，人流量会
明显增加。图书馆为市民提供了
手部消毒液和口罩等防疫用品，馆
内的座椅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
隔座管理。值得一提的是，工作人
员会对还回来的每一本图书进行
紫外线消毒，确保借阅安全。

大峪街道文化中心相关负责

人李付平说：“‘十一’假期之后，我
们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插花、皮
影戏等，还会恢复孩子们的舞蹈
班、绘画班，满足周边居民的文化
服务需求。”

据了解，文化中心内的图书馆目
前采取上下午各20人的限流措施。
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日9时至12时，
13时至18时，市民可根据自己的时
间前往借阅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