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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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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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开展“接诉即办”评选活动

龙泉镇
为梨园社区安装多项设备

提升消防应急能力

近日，市民孙女士反映，其丈夫
原所在单位某工程公司于2020年8
月与18名员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
劳动合同员工认为支付的经济补偿
金不合理，希望相关部门进行协调
处理。

区人力社保局接诉后，由劳动
保障监察队、调解仲裁科、劳动关系
科、稽核与法律事务部联合办理。
经过一次协调之后，双方针对社会
保险方面仍存在分歧，随后区人力
社保局“吹哨”工程发包单位，相关
负责人带领劳动关系科、调解仲裁
科、劳动关系科、稽核与法律事务部
及“接诉即办”专班部门负责人，召
开专题会协调解决争议，同时邀请
区城市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及相关委
办局主管人员参与。

经过协调，某工程公司同意按
照法定标准补齐 18名员工终止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支付2020年 6
月至 8月防暑降温费、补缴试用期
期间社会保险。

经过相关部门外部合力及区人
力社保局内部联动，妥善解决了此
集体投诉争议。群众代表对区人力
社保局在短期内保障了 18人的合
法利益表示感谢。

在我区“接诉即办”工作中，形成
了一批有示范作用的优秀案例，涌现
出许多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真情暖
意的办件人和办件集体。为了进一
步强化和扩大正向激励作用，充分发
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
推动“接诉即办”工作成效进一步提
升，在全区范围开展了“接诉即办”优
秀案例、最美办件人、最美办件集体
评选活动。现将评选结果进行公示：

获奖名录：

优 秀 案 例

1．社区停水生活不便 紧急抢修
恢复供水（龙泉镇中门寺南坡社区）

2．拆除顶楼鸽子棚 小区居民
笑开颜（区棚改中心）

3．部队施工村民房屋受损，军
民共商妥善解决纠纷（斋堂镇）

4．圈占林地开荒种地 联合执法
予以取缔（龙泉镇中门寺南坡社区）

5．雷厉风行解民忧，真心真意
暖民心（区环卫中心）

6．房屋漏雨老人愁“接诉即
办”解民忧（大台街道黄土台社区）

7．主要领导包案 维护农民工
合法权益（潭柘寺镇）

8．秩序混乱影响出行 专项治
理得到改造（龙泉镇西山艺境社区）

9．闻风而动接出“加速度”一
抓到底成就“民心墙”（妙峰山镇）

10．道路破损影响出行“接诉
即办”恢复平整（军庄镇）

最 美 办 件 人

1．当好诉求的传递者（龙泉镇
刘艳华）

2．为民解忧，传递温暖（区市场
监管局永定市场所关青青）

3．为民解忧的“老班长”（雁翅
镇田庄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崔春洪）

4．“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践行

“接诉即办”（军庄镇城市管理中心负
责人李学成）

5．投身一线做好百姓服务工
作，搭建政府与群众间的连心桥（潭
柘寺镇周鹏）

6．当好群众的“服务员”（大台
街道落坡岭社区党支部书记孟二梅）

7．躬身践行履担当 争当最美
办件人（区棚改中心崔雯雯）

8．大峪所的最美办件“书记”
（区市场监管局大峪市场所李艳霞）

9．用真心 办实事（区民政局杜
德军）

10．用百分之百的热情踏实做
事，让村民生活的更加幸福美好（清
水镇高雨丛）

最 美 办 件 集 体

1．倡导“向善尊贤”的传统美
德 倡导“德马行储蓄所”（王平镇东
马各庄村）

2．不断优化公交线网 提供便利
出行服务（区交通局客运出租管理所）

3．坚持初心、细心、热心、精心，使
水务“接诉即办”成为最美（区水务局）

4．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区商务局）
5．团结协作、凝心聚力 全力做

好“接诉即办”工作（区规自分局不动
产登记事务中心）

6．“接诉即办”第一时间解民忧
（大台街道双红社区）

7．主动作为分类施策，解决群
众反映的烦心事、闹心事（潭柘寺镇
鲁家滩村）

8．创新强化“三诉三办”多措提
升“三度三率”，扎实做好“接诉即办”
工作（妙峰山镇社保所）

9．党建引领，一心为民服务（大
台街道大台社区）

10．做好“城市美容师”（环卫中
心业务科）

本报讯（记者 杜潇羽）和面、擀
皮、包馅……一个个饺子在东辛房
街道石门营二区居民赵芝兰手上三
两下成形。几分钟后，她将刚煮好
的饺子小心端在手里前往14号楼
王玉洁家，为老人送去冬日的温暖。

随着冬季的到来，一些行动不
便的老人生活愈加困难。14号楼的
王玉洁如今已年近九旬，由于腿脚
不便，做饭买菜成了大难题。赵芝
兰在听说王玉洁的困难后，二话不
说，主动过来帮忙。“有时候我腿脚
不好，下不了楼，赵芝兰经常过来给
我送吃的。”王玉洁十分激动地说。

王玉洁并不是赵芝兰唯一帮助
的老人。在石门营二区，许多孤寡
患病的老人都受到过赵芝兰的帮
助。对于赵芝兰的热心，社区工作
人员孔大哥看在眼里。“赵阿姨经常
做一些好吃的给大家送来，尤其是
社区里一些孤寡老人，有些动不了
的，她还主动去照顾，从不要人家一
分钱。有时候赵阿姨也会来社区给
我们帮忙，这次人口普查工作，赵阿

姨又主动报名了，我们大伙儿真的
非常感谢她！”

90岁的李凤兰，今年初做了一
次大手术。由于病情较重，已经无
法下床行走，连进食也变得困难。
听闻李凤兰的情况，赵芝兰二话不
说，每日做一些清淡稀饭给李凤兰
送去，并帮助李凤兰的女儿一起照
顾老人，一照顾就是几个月。有时，

怕李凤兰在病中抑郁，赵芝兰还想
办法逗老人家开心，对待老人就像
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对此，李凤
兰的女儿十分感激：“赵
姐就像亲姐姐一样，听说
我母亲病重，她第一时
间就赶过来帮忙。”

从年轻时就乐于助
人的赵芝兰，从来没有把

这些当成过负担。她说：“我母亲常
说，人要有一颗善心爱心良心。”也
许正是母亲的教诲，让赵芝兰几十
年如一日地帮助他人，从不计较得
失。她的做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尤其是老伴刘志申。

在社区，大家总能见到赵芝兰
和刘志申热心忙碌的身影。今年
初，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赵
芝兰老俩口主动请缨到社区门口值
守，并每天为值守的志愿者们熬煮
红糖姜汤。细心的赵芝兰每次都要
熬两种，一种是有糖的，另一种是无
糖的。双份的爱心姜汤，一熬就是
几个月，这是老两口对社区志愿者
的支持，也是他们爱的传递。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寒意
渐浓的冬天，赵芝兰将带着自己的
爱心，继续温暖更多的人。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这两天，龙
泉镇中门寺生态园种植的白菜都
已成熟，园内是一派热闹的丰收景
象，工作人员将收割好的白菜免费

发放给村民。
在中门寺生态园里，村民们正

在收割今年最后一季白菜。村民
朱学芝一边收割白菜一边说：“今

年白菜的产量特别好，收获了10多
万斤。我们在种植的时候采用的
是井水浇灌，使用有机肥料，每棵
白菜重量都在8、9斤以上。”

新鲜的白菜收割后，被送往生
态园门口免费发放给村民。村民
们兴高采烈地排着队，每个人的脸
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一棵棵白
菜不仅使他们的餐桌更加健康丰
盛，也使村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快
乐。

村民们说：“打心眼儿里感到
高兴，小菜园太棒了，从今年5月份
开始村里就给我们分发各种蔬菜，
现在家里基本上都不用买菜了。
这个白菜有甜味很好吃，做馅儿、
炒着吃都可以。菜园里工作人员
从春天到冬天一直忙碌，特别辛
苦，感谢他们。”

每次种植前，村委会安排专人
采购市面上优质的菜种和有机化
肥，然后由生产小组负责种植蔬
菜，保障种植品质，让村民吃上放
心菜、舒心菜。

据了解，近几年，中门寺村结
合“创城”工作，将原来脏乱荒的闲
置空地开辟成菜地，今年又扩建成
30亩的特色菜园，并组建生产小
组，按照村民需求，种植韭菜、小
葱、辣椒、油麦菜等蔬菜，解决村民
买菜难问题。

中门寺村村委会主任朱建和
说：“今年，菜园里的大白菜已经发
放两次了，为了帮助村民们储存，
还挖了地窖，在春节前后再分发两
次。白菜和萝卜收获完成后，计划
再种些葱头和大蒜，明年5月份成
熟后，继续给村民发放。”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区残
联举办促就业残疾人招聘会活
动，帮助残疾人实现就业和增收。

招聘会现场，应聘者们与招
聘企业认真洽谈，了解企业岗位
设置、招聘条件、薪资待遇等情
况，积极寻求适合自己的就业岗
位。

应聘者们说：“招聘会为我们
找工作提供了极大便捷，招聘企
业也都是区内的，很多岗位和工
作内容对我们残疾人也进行了调
整，部分企业给出的薪资待遇也
很可观，社会的关爱让我们特殊
人群对生活更有信心了。”

本次招聘会吸引了10家企业

参加，根据残疾人劳动力个性化
的需求，以就近就便为原则，为残
疾人提供电话客服、文字编辑、餐
厅服务等多个定制岗位。

区残联理事长高增龙说：“通
过用工企业与求职者面谈的形
式，让残疾朋友能够找到自己适
合的工作岗位。下一步，区残联

将结合我区残疾人工作的特点，
继续抓好帮助性就业、居家就业、
按比例安置就业、自主创业就业
社会保险补贴等多种形式，帮助
更多的残疾人走上就业岗位。”

据了解，当天共有 50 余名残
疾人参加招聘会，已有 17人达成
就业意向。

本报讯（记者 张修钰）龙泉镇
梨园社区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消防设施薄弱，存在安全隐患。
为避免事故的发生，8 月初龙泉
镇重拳出击，对梨园社区开展
了为期 100 天的安全隐患专项
整治行动，通过安装消防简易喷
淋、烟感报警器、电动车充电柜
等设施，极大提升该地区应急处
置能力。

居民家中，合理铺设了喷淋
管道，每个房间安装的喷淋头，既
保障了消防效果，还不影响居民
的正常生活。如发生火灾，该系
统即会感应启动，上方的喷淋头
将自动喷水控火。同时，居民家
中的烟感报警器也会报警，可及
时通知人员安全撤离。

一位居民说：“自从安了这个
喷淋，觉得安全多了，连睡觉都特

别踏实。”
据了解，这次安全隐患专项

整治行动，镇、居两级划拨专项资
金，为梨园社区的 200 户平房院
落，每户免费安装了15个喷淋头、
10个烟感报警器，目前，安装工作
已完成。

除此之外，这次整治中，还在
梨园社区街道两侧新安装了 14
组电动车充电柜，避免居住在此
地的人员私接电线室内充电。目
前，梨园社区充电柜共 27 个，可
提供 300个充电位，满足居民充电
需求。

龙泉镇安全科科长杨杰说：
“目前，喷淋和充电柜已经全部投
入使用，将继续强化对居民、商户
的宣传，主动、正确、规范的使用
好消防设施，让它们真正发挥作
用，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妙峰山
镇担礼村已实现冬季采暖设备“煤
改电”全覆盖，入冬后，村民家中用
电负荷逐渐增大，用电安全隐患也
日渐增多。近日，担礼村工作人员
走访辖区住户，排查消除火灾隐
患，确保村民用电安全可靠。

工作人员对村民家中的用电
安全进行全面排查，着重检查了
电线、插座、漏电保护器等设备的
安全性能，并向村民详细讲解冬

季用电安全的相关知识，叮嘱村
民注意防护。

据了解，担礼村还通过发放
《一封信》、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
加大用电安全相关知识的宣传。

担礼村负责人陈辉说：“担礼
村现在常住人口1000人左右，全
部实现了‘煤改电’，我们基本上
每个礼拜就要到各家去看一看，
或者请专业人员到村里进行安全
知识讲座，确保村民安全用电。”

本报讯（记者 刘鹏）近日，区
光彩公益发展中心携手区医院癌
症中心，在城子街道龙门新区三
区社区服务站开展“智慧行动科
学防癌，关注早筛”科普知识讲
座。50余名社区居民参加学习。

区医院癌症中心的专科医生
就癌症的种类、发病的相关因素、
表现以及如何预防等内容为社区
居民进行了详细讲解，让社区居
民对癌症有了全面的了解。现
场，还为大家进行了乳腺癌和甲
状腺的B超筛查义诊。

一位社区居民说：“原来觉得

癌症得了之后是非常可怕的，通
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癌症是
可以进行早期筛查、早治疗的。”

据了解，这次早筛科普知识
讲座和义诊是区科协今年惠民科
普宣传项目之一，区光彩公益发
展中心的志愿者们和区医院癌症
中心的肿瘤医生还将通过多种途
径和形式扩大宣传范围。

区光彩公益发展中心主任关
博说：“接下来，医务人员将走进
乡村、走进社区、走进企业，让更
多的群众能够更好地掌握防癌控
癌的科学知识。”

除隐患 保安全

担礼村全面排查用电设备

科学防癌控癌进社区

用爱温暖更多的人

村民吃菜不愁村民吃菜不愁 蔬菜免费发放蔬菜免费发放

区残联携手用工企业区残联携手用工企业
为残疾人提供多个定制岗位为残疾人提供多个定制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