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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少额多次预付充值
避免损失 降低维权成本

跨村改造管线
解决返水问题

区妇幼保健院儿科中午不停诊

引导市场供需平衡 保障市民菜篮子供应

付家台中心小学
入选全国百所乡村温馨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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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我工作的人口普查员忘我工作的人口普查员

2020年门头沟区最美家庭揭晓

本报讯（记者闫吉谢琪锦）最近
几天，记者走访我区商场、超市发
现，我区蔬菜供应量相对充足，部分
蔬菜价格出现上涨。

在双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蔬
菜售卖区里，新鲜的大白菜、西红
柿、豆角、萝卜摆放得整整齐齐，豆
角每斤3元左右、油菜每斤2.5元，
西红柿相比之前涨幅最高，每斤在
3.5元至4元之间。

售卖蔬菜的商户说：“油麦菜、
蒿子杆、茼蒿之类的叶菜比夏天每
斤贵2元左右，西红柿、蒜苗价格比
之前每斤贵了两、三元左右，现在比
较便宜的蔬菜是豆角、黄瓜、白萝
卜、圆白菜这些应季蔬菜，差不多比
之前一斤便宜2元多。”

在水果大厅，每个摊位都摆放
着琳琅满目的水果。西瓜、橙子、葡
萄、人参果等，种类繁多。受季节性
影响，部分水果价格也略有上涨。

售卖水果的商户说：“现在的水果种
类比夏季要多几种，像砂糖桔、草
莓、柚子、车厘子这些水果都是应季

吃的。部分水果价格比夏季平均每
斤有所上涨，幅度在0.5元至0.8元
左右。”

除了蔬菜、水果价格有所上升
外，猪肉的价格相对于夏天也有所
上涨，前后尖的价格从之前的每斤
21元上升到了每斤24元，粮油、肉
蛋、水产类食品价格保持基本稳定。

为保证市场果蔬质量和价格，
市场采价员每天早上都会对所有食
品进行检查，保障市民菜篮子供应，
引导市场供需平衡。

双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管理员
徐胜存说：“我们的采价员每天10
点之前将蔬菜、水果、肉类价格上报
给相关部门，在销售期间，一旦出现
哄抬物价的情况和质量问题，市场
会立即责令商户停止销售，并做出
相应的处罚，确保老百姓购买放心
食品。”

近期，北京连续出现新增新冠
肺炎病例，市民进入市场要佩戴好
口罩，并配合工作人员做好测温、登
记工作。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虹）近
日，城子街道接到矿桥东街社区
21 号楼居民反映，自家下水道出
现堵塞，影响正常生活。

城子街道立即组织协调矿桥
东街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对社
区内的下水管线进行全面排查，查
明 21 号楼前由于自来水主管道地

面塌陷，造成了下水管道破裂堵
塞、跑水的问题症结，同时，发现上
水管道也出现破损现象。针对这
一情况，城子街道“未诉先办”，防
患于未然，联系专业施工队，对上
下水管线进行整体施工维修。

经过实地勘察，施工队制定了
维修方案，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基础

上，加紧更换破损管道。矿桥东街
社区属于老旧小区，各类地下管线
错综复杂，施工过程中的每一个环
节，工人们都格外仔细，保证工程
快速、高质量完成。

矿桥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徐绍
岩说：“临近两节，我们抓紧施工做好
居民的用水保障，让大家安心过节。”

截至 12 月 25 日，矿桥东街社
区上下水道管线维修均已完工，居
民生活用水得以保障，施工人员正
加速对破拆道路进行回填，恢复道
路畅通，方便居民出行。社区居民
说：“下水管道堵了，对我们的生活
影响太大了，现在给解决好了，我
们心里特别踏实。”

本报讯（记者谭庆雯）在全国第
七次人口普查工作中，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二区迅速行动，广大社区普
查人员积极奉献，康金宝就是这些

普查员当中的一员。
石门营二区接到招聘普查员通

知后，社区书记综合各个方面因素，
选聘出对社区楼门了解、综合素质

高的志愿者担任普查员。康金宝是
一名老党员，今年65岁，为人亲切，
不怕苦、不怕累，他多次参加社区
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这次招募人
口普查工作志愿者，他再一次积极
热情地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

康金宝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
热情洋溢的笑容，遇到群众不理
解、不配合的情况，他总是能以自
己亲切的笑容和温暖的话语巧妙
化解。初次接触人口普查工作，他
可谓是统计工作的门外汉。从开
始的茫然无措，到现在的游刃有
余，这一路走来靠的就是他从不间
断地学习和迎头赶上的决心。全
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有一个非
常鲜明的特点，即要进行定点定位
入户线上操作申报。操作电子设
备对于 65岁的康金宝来说是个不
小的挑战，他在普查前期培训时仔

细阅读相关指导书籍，遇到问题时
向比自己年纪小很多的社区工作
人员谦虚求教，认真听取采纳他们
的建议，最终熟练掌握。

为了确保所采集的普查数据
和信息准确、全面，康金宝在开展
人口普查摸底工作的时候多次走
访，收集住户的各项信息。他耐心
认真地向居民解释，一次次登门登
记。遇到统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他主动加班加点解决，第二天他依
然按时到岗工作。首次担任人口
普查员的康金宝，以不懈努力克服
重重困难，为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圆
满完成添砖加瓦。

本报讯（记者张欣皓谢琪锦）
近日，2020年门头沟区最美家庭
揭晓，同时，启动2021年寻找门头
沟区最美家庭活动。

区妇联为10个2020年门头
沟区最美家庭代表颁发奖牌，5个
家庭代表分享了他们的家风故
事。最美家庭代表说：“我们要切
切实实地按照最美家庭的标准做
好表率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尽自
己最大能力做好垃圾分类、邻里守
望、互帮互助等，用实际行动维护
这个荣誉。”

据了解，区妇联经过前期挑

选、发掘，最终推出我区459户家庭
为最美家庭。自2014年评选活动
开展以来，共评选出区级最美家庭
近5000户。其中，刘宇航家庭被
评为全国抗疫最美家庭，曹原家
庭被评为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6
户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88
户家庭被评为首都最美家庭。

区妇联主席梁增霞说：“我们
将不断健全发现美的机制，加大
选出美的力度，创新选出美的形
式，使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真正发
挥出促进社会和谐、民族进步、国
家发展的应有效力。”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近日，
付家台中心小学成功入选教育部
确定的第一批100所乡村温馨校
园典型案例学校。

付家台中心小学地处雁翅
镇，坐落于美丽的珍珠湖畔，是北
京市山区第一所寄宿制学校，现
有在校生67人，寄宿生43人，是
典型的乡村小规模和乡镇寄宿制
学校。历经多年发展，学校形成
了凝聚人心、汇聚温馨、工作创
新、发展促欣、师德铸芯、文脉传
薪的“六XIN”学校发展策略。

5年来，学校共荣获市区级

集体荣誉63项。2017年，学校
棒球队荣获北京市季军，少先
队荣获北京市优秀大队集体，
科技实践活动荣获北京市三等
奖；2018年，师生接受北京电视
台就小而美学校进行的专访；
2019年，学校承办了北京市小规
模学校建设工作交流会，并作典
型发言；2020年期间，学校的“村
口家访”受到中国教育电视台专
题拍摄及报道，学校各项工作在
市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让这所
大山里的学校如珍珠一样熠熠
闪光。

本报讯（记者谢琪锦张欣皓）
近期，呼吸道疾病多发，儿童患者
就诊数量明显增加，区妇幼保健
院通过完善应急预案、儿科门诊
中午增加接诊时间等方式，满足
患者就医需求。

12时，记者在区妇幼保健院
儿科看到，原本应该停诊的时间
里，每个诊室仍在正常接诊，诊室
里的医生详细询问着患儿病情，
检查患儿身体。午休的时间也能
看上病，这让患儿家长感到了极
大的便利。

一位家长说：“原来带孩子看
病比较赶时间，现在中午不停诊
了，对我们来说是真挺方便的。”

据了解，区妇幼保健院儿科
原来12时至13时30分为停诊休
息时间，医院针对患儿人数较多的
情况，增加接诊时间，从8时到17
时30分实现普通门诊不间断接诊。

区妇幼保健院儿科保健部副
主任王志彦说：“针对周末就诊高
峰，我院增加了出诊医生的人次，建
议广大患者家长，上下午错峰就诊，
缩短候诊时间，避免交叉感染。”

近日，雁翅镇房良村
的村民反映，村里只有见
阳街污水管道没有改造，
导致污水返流，夏天招蚊
蝇、冬天结冰，影响周边村
民正常生活和出行，希望
尽快对污水管线进行改
造。

雁翅镇接诉后，镇农
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到现场核查，由
于见阳街污水管线涉及跨
村改造，当时因与杨村村
民协商不妥未纳入改造范
围，目前路面状况极差。
雁翅镇相关负责人高度重
视，立即组织召开现场调
度会，杨村村委会同意将
房良村见阳街并入本村污

水管道。但会后有些村民
对此决定表示不满，镇政
府前后召开7次协调督办
会，包村负责人及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多次
约谈村干部，挨户做好村
民思想工作，最终达成一
致意见。

在雁翅镇农业综合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施工单
位和房良村“两委”的通力
合作下，仅用4天就完成了
污水管线跨村改造，彻底
解决了村民困扰已久的问
题。由于天气原因，目前
无法铺设混凝土，待明年
天气转暖后将对路面进行
硬化。反映人对处理结果
表示非常满意。

近日，市民反映在龙泉镇某
美容店办理了一张美容卡，目
前，该店铺关停，被另外一家美
容美发机构收购，但是新店工作
人员服务态度欠佳，自己要求退
费，被店铺拒绝。希望相关部门

协调退费问题。
区市场监管局接诉后立即

进行调查处理。执法人员通过
与诉求人和涉事美容美发公司
进行两次现场沟通，以及多次电
话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商家对之前的服务态度进行
致歉，并赠送了一些项目以表歉
意，诉求人表示不再进行退费申
诉，继续在该店消费。

目前，美容美发行业经营模
式多为预付费形式，上述情况屡
见不鲜，一般前后两家公司为独
立核算的不同主体，在新经营者
承接前一家店时，往往承担老客
户的服务容易，而解决退款是一
个难题。

区市场监管局提示消费者，
预付费充值要谨慎，尤其很多行
业经营情况存在不稳定因素，很
难预判主体是否能够长久良性发
展，因此可以少金额多次数的按
需充值，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优
惠而造成后续维权成本的提高。

本报讯（记者张修钰高佳帅）
12 月 24 日，龙泉镇大峪村举办

“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村庄”
大峪村党建文体活动中心暨乡
情村史馆竣工文化交流活动，邀
请区美术家协会的书画家们现
场挥毫泼墨，通过书画的形式弘
扬红色传统文化、描绘绿色发展
蓝图。

大峪村乡情村史馆是大峪村
党建文体活动中心的重要组成部
分，。展馆总面积约 200平方米，
馆内分为历史篇章、农耕文化、
花会文化、村落发展、展望未来 5
个章节，利用实景复原、绘画模
型、图文展示等方式，从多个方面
展示了大峪村独特的人文风貌。

乡情村史馆设计人员崔光浩
介绍，大峪村是历史悠久的古
村，在建设展馆的时候合理规划
了观展路线，使参观者体验到从
古到今的穿越感，可以更好地了
解大峪村的历史文化。

据了解，大峪村党建文体活
动中心总占地面积 1200 余平方
米，集党群服务、文化交流、体育
活动、乡情村史陈列等内容于一
体。目前，除乡情村史馆外，其
余活动区域仍在建设中。

大峪村党总支书记陈元志
说：“建设大峪村党建文体活动
中心，不但为地区百姓参与文化
活动提供了场所，而且，也带动
了文化体育相关产业的发展。”

大峪村乡情村史馆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