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本版编辑/李继颖 ■ 美编/潘洁

2021年1月13日 星期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常态化疫情防控 文明实践暖人心

▲ 施工现场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堵塞漏水一并解决 保证居民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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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图书馆理事会成立

我区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推动日活动

智能驿站促分类
倡导绿色新风尚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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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消防救援支队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区律师协会
强化律师队伍建设 做好法律服务工作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近日，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常态化
疫情防控 文明实践暖人心”践行文
明行为系列主题推动日活动。

各单位围绕活动主题开展疫
情防控实践活动。以预防进口冷
链食品物流从业人员及人民群众
新冠病毒感染为主线，强调预防季
节性流感等多发性疾病的防控工
作常态化。一是制定活动方案。
结合相关要求，综合考虑活动主
题、支部实际、党员能力确定活动
内容。二是积极广泛动员。将上
级要求、服务宗旨、活动内容在支

部内进行宣传，发动党员积极报名
参与。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利用
大厅电子显示屏播放相关公益宣
传片，引导群众在进入公共场所
时，主动验码、测温、登记，保持“一
米线”社交距离；倡导社会公众树
立疫情防控常态化意识，减少不健
康、不卫生、不文明行为，坚持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始终做到“三防”

“四早”“九严格”，切实巩固来之不
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1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也纷纷
策划活动，以各综合志愿服务中队
为活动主力，积极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主题推动日活动。
东辛房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结合《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在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中开展广
泛的疫情防控宣传教育引导工作，
发挥宣传平台、宣传机制作用，普及
疫情防控知识，提倡健康饮食，加强
体育锻炼，养成“一米线”、勤洗手、
戴口罩、公筷制等卫生习惯和生活
方式。

城子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持
续组织开展疫情防控知识讲座、文
明就餐等活动，所有内容均围绕疫
情防控相关内容开展，一是向社区

居民普及疫情防控知识，提倡健康
饮食，加强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和生活方式；二是解决“后疫
情时代”社区党员、居民群众出现的
常见心理问题，帮助大家解决在疫
情防控期所遗留的心理问题，并对
其进行疏导和减压，提高大家对心
理问题的应对技巧。

此次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使全
区居民进一步掌握了做好疫情防护
措施的方法和步骤，提高了群众自
我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进一
步巩固全社会支持、参与常态化疫
情防控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近日，我区新增开一条专
198路微循环公交线路。

该线路首发站为大峪南路小区，终点站为双峪桥，途
经西山艺境社区、桃园社区和葡东小区等多个社区，为居
民日常出行提供便利。专198路所使用的公交车为新能源
纯电动汽车，共有11个乘客座位，同时配备刷卡设备、电子
显示屏以及各类安全设施。整条公交线路全长约 6公里，
共设置 11个站点，通过接驳片区居民到公交站点，解决出
行难题。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
近日，一座崭新的垃圾分类投放
驿站，在我区新建棚改安置房小
区内正式落成。

走进驿站内部，4种颜色的智
能垃圾投放柜整齐排列，简单易
懂的分类图标清晰可见。通过使
用物业公司发放的电子积分卡，
居民可轻松打开相应的分类投放
舱门，并根据垃圾的种类和重量
换取不同类型的积分。

社区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赵丽
娟说：“蓝积分兑换的是日用品，比如
食盐、酱油等；绿积分可兑换服务项

目，比如物业服务、清洗油烟机等。
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帮助大家养成一
种分类投放垃圾的好习惯。”

该驿站在设计上重点突出绿
色环保理念和人文关怀。除了洗
手台、除臭装置和电子显示屏，驿
站内部还布置有绿植、科普海报
等装饰物，为辖区居民投放垃圾
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智能驿站还具有数据实时上
传、垃圾投放追溯、满溢报警、信
息查询等多种功能，在方便居民
参与垃圾分类的同时，实现对全
流程的数据化、可视化监管。

本报讯（记者刘鹏）记者从区
第二届律师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暨律师培训工作会上了解到，目
前全区现有律师事务所10家，执
业律师76名，公职律师15名。

区律师协会作为行业组织，
始终坚持政治引领、党建先行，严
格管理律师队伍，加强党员律师
的教育培训，联合区法院，通过网
络平台，组织全区律师进行营商
环境培训，2020年全年共组织各
类律师培训5场。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区律师
协会印制专项宣传材料，分批次
向村社区免费发放，并结合重点
热点问题，为驻区企业提供法律
咨询服务。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方面，区律师协会积极参与法援
热线值守和涉法涉诉信访接待工
作，合理引导群众利益诉求，全区
法律公益顾问入村居共提供法律
服务1062次，开展法律讲座100
余场，为地区发展营造了良好的
法律服务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廉璐）近日，
区图书馆理事会正式成立。

据了解，我区正在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推进
事业单位法人治理工作是一项
非常重要的工作任务。自2017
年起，区文化和旅游局就高度重
视，多次组织调研并讨论，研究
区图书馆法人治理工作，成立专
项领导小组，推动区图书馆理事
会的建立。经过专家论证，起草
了《深入推进门头沟区图书馆法
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
《门头沟区图书馆章程》等 4项

制度。
去年11月，区图书馆向社会

公开招聘，通过区图书馆官方网
站、微信公众号发布招募理事信
息。确定区图书馆理事会由9人
组成，其中6名理事来自外部，由
读者代表、文化和教育界代表、企
业代表等组成，其他3名理事由内
部产生。

区图书馆理事会的成立，对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激发文化事
业单位活力、提升服务效能、完善
绩效考核机制、实现公益目标都
具有示范作用和现实意义。

近日，区人力社保局信访办接到12345热线转接的1
件任女士信访件，与其他信访件不同的是，这封信访件并
不是日常政策咨询、业务投诉等案件，而是一封表扬件，表
扬养老保险科工作人员曹世雄办事态度认真、为民解忧。

经了解，在为外埠户籍参保人员任女士办理退休业务
时，养老保险科工作人员曹世雄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仔细
核对任女士个人信息，在核对过程中发现外省人力社保局
认定信息有误，立即与任女士本人及其户籍所在地社保局
进行沟通，在极短时间内将问题梳理清楚，并在请示主管
领导后为任女士详细讲解了解决的方法，避免其个人利益
遭受损失。曹世雄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耐心严谨的态度给
任女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业务办理完成后，任女士通过
12345热线对曹世雄进行了表扬。

在接到12345表扬件后，该局主管局长高度重视，立
即拨打电话对任女士进行了回访，感谢任女士对人力社保
局工作的肯定，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发扬以人
为本的精神，时刻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努力为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近日，城子街道矿桥东街社区21楼2单元1层的居民
反映，自家下水道堵塞，疑因主管道堵塞造成，希望相关部
门尽快处理。

城子街道接诉后，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联系产权单位的
物业公司，经过物业、社区人员排查发现该楼地下下水道主
管道堵塞，物业及时安排人员进行抢修。

在机械设备挖掘下水管道过程中，施工人员发现21号
楼自来水主管道老化存在跑水情况。为了确保小区居民的
正常生活，社区与物业协商，在疏通下水管线的同时，对老
化的供水管道进行更换，社区工作人员立即通知居民提前
做好准备，物业公司组织施工人员加快维修进度。经过施
工人员3天的抢修，21号楼的下水管道堵塞及供水管线滴
漏问题被彻底解决。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接诉即办”是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人民
群众感知党的执政能力的“最近一公里”。城子街道始终坚
持党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围绕市民“七有”

“五性”需求，化被动响应为主动出击，以主动治理的态度、
源头治理的方法、共同治理的路径，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
仗。

（一）检查范围。全区纳入“百
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的第一、
二、三批138个创建村，全区纳入
创城“比学赶超”擂台赛的138个
村，涉及9个镇。

（二）检查内容。涉及村庄整
体环境及群众反映问题情况、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公厕管护、村容整洁（含乱堆乱
放、乱贴乱画乱挂、私搭乱建等）、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村居环
境整洁、文化设施建设、民风建设
等方面。

（三）考核排名情况

表1：2020年12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前20名统计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镇镇镇镇 村村村村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镇镇镇镇 村村村村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1 王平镇 吕家坡村 100 11 潭柘寺镇 赵家台村 96.78

2 王平镇 桥耳涧村 99 12 雁翅镇 饮马鞍村 96.75

3 军庄镇 东杨坨村 98.88 13 王平镇 南港村 96.7

4 斋堂镇 青龙涧村 98.78 14 斋堂镇 双石头村 96.41

5 王平镇 东马各庄村 98.1 15 王平镇 东落坡村 96.38

6 王平镇 西王平村 97.7 16 斋堂镇 牛战村 96.23

7 斋堂镇 林子台村 97.7 17 斋堂镇 东胡林村 96.2

8 王平镇 韭园村 97.4 18 妙峰山镇 禅房村 96

9 清水镇 艾峪村 97.28 19 斋堂镇 法城村 96

10 雁翅镇 泗家水村 96.83 20 斋堂镇 白虎头村 95.9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 村村村村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 村村村村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妙峰山镇 下苇甸村 89.99 妙峰山镇 丁家滩村 88.66

王平镇 色树坟村 89.83 龙泉镇 赵家洼村 88.59

斋堂镇 沿河城村 89.79 斋堂镇 东斋堂村 88.09

王平镇 河北村 89.75 雁翅镇 松树村 87.79

妙峰山镇 涧沟村 89.7 斋堂镇 灵水村 87.69

斋堂镇 川底下村 89.69 雁翅镇 杨村 86.49

雁翅镇 田庄村 89.6 龙泉镇 琉璃渠村 84.28

雁翅镇 河南台村 89.53 妙峰山镇 担礼村 83.96

永定镇 卧龙岗村 89.47 龙泉镇 龙泉务村 83.69

斋堂镇 西胡林 88.99 龙泉镇 三家店村 78.45

表2：2020年12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后20名统计表

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
近日，区消防救援支队来到军庄
镇惠通新苑社区，开展消防安全
隐患大检查，全面排查、整治社区
火灾隐患。

检查人员首先来到社区内
的监控室，详细查看了火灾报警
控制器、微型消防站和各监控设
施的运行情况，重点对消防通
道、灭火器材、电动自行车集中
充电设施和楼道内的杂物进行
了排查和清理。要求物业公司
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

任，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完善消
防安全管理制度和灭火应急疏
散预案，消除各类火灾隐患。随
后，检查人员还到部分居民家
中，宣传燃气使用和居家用电
安全知识。

区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一
科张攀说：“我们将会同各镇街、
公安派出所等相关单位，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和频次，对于消防违
法违章行为，依法查处和整治，及
时消除火灾隐患，为维护全区消
防安全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北京公交集团客四分公司 11 车
队工作人员史长江说：“经过前期走
访调研，我们发现西山艺境、承泽苑和
双峪桥等社区的居民出行不太方便，
于是便开通了一条专 198 线路，为老
百姓出行提供安全、方便、快捷的公
共服务。”

一位乘客说：“开通专 198 路这条
线路后，我上班方便多了，而且这辆车
没有杂音，上车还特别暖和。”

据了解，专 198 路的运营时间为：
周一至周五6时至10时、16时至20时；
节假日为 8时 30分至 17时，发车间隔
10分钟，全程统一票价每人2元。

我区新增开专我区新增开专198198路微循环公交线路路微循环公交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