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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0日 星期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安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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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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街道更新路灯
方便百姓晚间出行

樱桃沟村的爱心理发师樱桃沟村的爱心理发师

区中医医院
新增自助挂号缴费机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我区启用医保电子凭证

人脸识别设备启用 社区防控更智能

学生放寒假 安全不放假

城子街道解决中水管线爆裂问题城子街道解决中水管线爆裂问题

汪建华今年47岁，1996年嫁到
了樱桃沟村。她在村里为人和善，
待人真诚，体贴丈夫，孝顺公婆，很
快就成了村里人人夸赞的好媳妇。

汪建华和丈夫勤快能干，在村
里承包了一块山坡地，早出晚归，勤
勤恳恳，把荒地整成了果园地，靠着
红红的大樱桃，脱了贫，致了富。就
当汪建华一家满怀欣喜、其乐融融，
准备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候，她的丈
夫不幸得了脑血栓，不仅丧失了劳
动能力，甚至还导致行动不便。家
里的顶梁柱倒了，生活的重担一下
压在汪建华身上。

痛过、哭过之后，汪建华挺起脊
梁，重新操持起一大家子人的生
活。早上照料好一家老小后，便去

果园剪枝、施肥、浇地、摘果……
近些年，青年人和孩子走出村

子，在城里工作定居。一些上了岁
数、行动不便的老人便成了留守老
人。他们的理发就成了大问题。汪
建华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每当给
丈夫、公婆理发的时候，就惦念起这
些村里叔伯婶子，却又担心自己的
手艺不精，开不了口。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想起
这些叔伯婶子曾经帮衬着自己家度
过难关，而现在他们白发苍苍，怎能
不伸手帮一把。于是汪建华克服心
理难关，先从邻居家的老人开始，主
动帮忙理发。

“婶儿，我看您头发有点长了，
帮您剪剪吧。”汪建华微笑着跟邻居

打招呼。理发后，老人看着理完的
发型满意地说：“侄媳妇，你剪的比
理发店还好。”

就这样，汪建华热心理发的
消息在村里传开了，隔三差五就
有老人到她家理发。汪建华笑着
说：“老人一把年纪了，腿脚不方
便，出不了村，也不舍得花钱理发，
能帮一把是一把，也不累。”就这
样，汪建华一直坚持着为村里的老
人理发，不管手头有什么事，只要
老人有需要，她总会放下手中的活
儿，拿起剪刀、推子细心
理发。热心的汪建华除
了免费为老人理发，还
在农闲时候经常跟老人
们一起聊天，让老人感

到温暖和爱。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汪建华还搭车 7 公里到值守
处，为日夜值守的村民们理发，温
暖了人心。

在樱桃沟村汪建华是一个普普
通通的村民，但她对生活充满希望，
为人真诚热心，虽然没有惊天动地
的感人故事，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勇
为壮举，但她却并不平凡，她不仅独
自撑起一个家，还用心和双手暖了
村民的心。

妙峰山镇/供稿

本报讯（记者 马燊）近日，城子
街道“接诉即办”专班接到市民反
映，在燕保家园社区 5 号楼后与民
生社区的相邻位置处,墙体出现
流水现象，疑似地下供水管线出
现 漏 点 。 由 于 气 温 较 低 流 水 结
冰，给市民出行造成了极大的安
全隐患。

了解情况后，燕保家园社区、
民生社区的社区干部立即赶往现
场排查漏点。同时，物业公司关闭
了燕保社区所有进水管线阀门，当
日 19时，漏水现象逐渐停止。

由于天气寒冷，漏出的水在
路面上迅速结冰，严重影响了居
民出行。针对这一情况，两个社

区及物业公司立即在结冰路段采
取了防滑措施，并泼洒融雪剂进行
除冰，保障社区居民出行安全。

第二天上午，燕保家园社区、民
生社区和物业公司再次对管线进行
排查。在开启中水管线阀门后，最
终发现漏点，初步判断出水原因为
低温导致的管线爆裂。随后，物业

公司立即对漏点进行抢修，经过两
个小时的维修接驳，爆裂的中水管
道顺利修复。

据了解，这次抢修过程历时 27
小时，城子街道充分利用“吹哨报
到”“接诉即办”等机制，在街道、社
区、物业公司、居民的多方配合下，
顺利完成了抢修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 谢琪锦）
今年1月1日起，我区各大医院启用
医保电子凭证进行就医结算。市民
在没有携带医保卡的情况下，也可
以通过手机进行医保报销结算，极
大方便了患者就医。

记者在区妇幼保健院门诊大厅
看到，一些就诊的市民选择使用手
机软件中已激活的“医保电子凭证
二维码”进行挂号，不用出示医保

卡，只需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就
能完成医保挂号缴费。

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可通过本市认证的国家医保服务平
台 APP、微信、支付宝、金融机构
APP等多款手机软件，激活医保电
子凭证。市民只需在相关的APP中
输入“医保电子凭证”关键字查询，
就能查到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入口，
进入后选择自己所在的参保地，点

击“立即激活”，经过身份验证后就
能正常使用。

区医保局医保中心主任成秀利
说：“如果市民在就医时医疗费用没
能实施结算，可以通过单位或者社
保所申请手工报销，医保待遇不变，
特别是在手工报销期间，也不需要
再押社保卡，仍然可以选择使用实
体社保卡或者医保电子凭证进行正
常的就医结算。”

据了解，医保电子凭证，由国家
医保信息平台统一签发，是基于医
保基础信息库，为全体参保人员生
成的医保身份识别电子介质。电子
凭证通过实名和实人认证技术，采
用加密算法形成电子标识，具备安
全可靠、认证唯一等特点。参保人可
通过电子凭证享受各类在线医疗保
障服务，如医保业务办理、医保账户
查询、医保就诊和购药支付等功能。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日，
我区部分社区纷纷启用人脸识别
设备，让社区疫情防控更精准、更
智能。记者在大峪街道向阳社区
门口看到，社区按照常态化疫情
防控要求，将人脸识别设备安装
在卡口，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新
安装的设备进行测试。

已经录入信息的社区居民，
只要站在设备的屏幕前，经过人
脸识别，出入口的铁门就会自动
打开，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的时
间，大大提高了居民通行效率。

一位社区居民说：“进小区如
果拿出入证的话，有些上年纪的

人容易忘，现在实行人脸识别以
后，大家进出小区都方便了，有利
于防疫工作的开展。”

向阳社区共有6个出入口，平
时穿行社区去往滨河公园和双峪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人流量较
大，社区为做好防控工作，将 1号
楼、8号楼附近的两个出入口进行
封闭，其余4个出入口全部安装了
人脸识别设备。

向阳社区党委书记孙淑云
说：“人脸识别设备启动之后减少
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可以集中
力量进行卡口值守。此外，确保
了社区居民生活环境的安全。”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近日，
区中医医院新增自助挂号缴费
机，为患者提供高效、便捷的医疗
服务。

医院门诊大厅一楼摆放着 5
台自助挂号收费机，前来就诊的
患者只需在自助机上插入医保
卡，按照屏幕上的提示进行操作，
就可完成预约取号、缴费、打印报
告等业务，整个过程不到两分
钟。设备的一旁还配备了手部消
毒凝胶，避免交叉感染。

一位市民说：“自助机使用起
来非常便利，不需要像以前那样
在窗口排队等候，也不用楼下楼

下来回往返，节约了时间，为大家
提供了方便。”

据了解，设备除了支持使用
医保卡外，还支持就诊卡和医保
电子凭证两种方式，缴费可通过
微信、支付宝两种方式进行。为
方便患者就近选择设备使用，医
院各楼层共放置了20台立式或壁
挂式自助机。

区中医医院财务总监张伟
说：“自助机的投入使用，不仅提
升了医院信息化的建设水平，也
有效分流了窗口排队人数。在疫
情期间也能避免人群聚集，降低
交叉感染的风险。”

本报讯（记者张欣皓谢琪锦）
近日，随着学期课程的结束，我区
小学生迎来寒假假期，区教委及
各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强化学生
的安全意识。

大峪二小的学生们结业式结
束后，分时分段走出校园，正式开
启他们的寒假生活模式。学校制
定了多种方案，通过家校联合的
方式，增强孩子们的安全意识。

大峪二小办公室主任杜壮
说：“学校制定了寒假实验手册并
下发了一封信，全体学生建立了
一人一档，每天在档案中记录自
己的体温。同时，学生如果出京、
出境要进行填报和报备，确保学

生在寒假期间的安全健康。”
寒假期间，区教委提示学生，

在家中时不要使用燃气和其他火
源，不乱动、乱接电线，以免发生
危险。外出时，要遵守交通规则，
远离建筑工地、河湖等存在隐患
的场所或区域，以免发生意外。
同时，不在结冰路面玩耍、嬉戏，
防止摔伤及发生其他安全事故。

此外，区教委建议学生，非必
要不离京，减少外出，养成戴口
罩、勤洗手、勤通风、少聚集、“一
米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合理
安排作息时间，制定符合自身实际
的学习生活计划，积极开展体育锻
炼，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假期。

近日，大台街道落坡岭社区市
民反映，社区路灯数量很少，而且已
经很长时间不亮了，晚上出行很不
方便，希望相关部门协助解决。

大台街道接诉后，工作人员立
刻前往落坡岭社区核查。经核查，
落坡岭社区为原北京第二人民轴承
厂家属区，后因企业关停转型等原

因，落坡岭社区物业无人管理，相关
问题突出，路灯也因长期无人管理，
很多都不亮了。该街道及社区领导
高度重视，为解决社区居民夜间出

行照明的问题，决定利用
党组织服务经费，为落坡
岭社区更换新的太阳能
路灯。更换了新路灯后，
方便了百姓晚间出行。

大台街道是全市唯
一的山区街道、林区街
道、矿区街道，随着煤矿
的关停，企业办社会模式
终结，大量新增的社会事
务和社会需求对传统包
办式、闭合式、粗放式的
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严
峻挑战。面对复杂严峻
的社会治理局面，大台街

道立足区域实际，聚焦居民所需,以
“接诉即办”为突破口，以小切口做
好大民生，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近日，市民反映在石门营A5底商的一
家美容美发店办理了一张剪发卡，花费了
500元。但是，后来一直没有消费使用，于是
找到商家要求退卡被商家拒绝。因此，拨打
12345市民热线寻求帮助，希望相关部门能
够协调退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第二十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
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
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
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
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
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
容无效。

区市场监管局接诉后，执法人员立即联
系该市民了解具体情况，并前往商家进行现
场核实，市民反映情况属实。根据《侵害消
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二条第（一）
款、第十五条规定，执法人员现场责令经营
者退还消费者预付费，并向商家进行了普法
宣传，提示商家合法经营。目前，商家已为
反映人办理了退费手续，反映人对办理结果
表示满意。

▲ 安装后

本报讯（记者马燊郭映虹）大峪
街道月季园东里社区在12号楼 3
单元、4单元实施既有高层住宅加
装电梯工程后，有效地解决了这两
个单元老年人上下楼不便的难题，
这一改变也让还未加装电梯的住户
充满了期待。

年近90岁的袁玉奎，是月季园
东里社区第一批加装电梯的受益人
之一。电梯加装前，上下楼对于家

住 4层的他来说十分困难。而现
在，一部电梯给他日常出行带来极
大便利，也让他的生活多了一份幸
福感。

袁玉奎说：“以前上下楼总是要
推着小车，现在上下楼坐电梯我拿
个拐棍出去就行了，真是太高兴
了。”

今年70多岁的王保华家住9号
楼的6层，每天上下楼都让他感到

十分吃力。在体验了乘坐电梯的方
便后，他十分期待自己的单元门也
能早日加装上电梯。

王保华说：“上了岁数，腿脚不太
灵活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安装
了电梯，上下楼可就方便多了。”

据了解，月季园东里社区常住
居民2252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
年人达545人，占到了近1/4的比
例，尤其住在高层的老年人，对电梯

的期盼更加迫切，社区居委会在优
化为老设施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
电梯加装工作。

月季园东里社区党委书记孟岩
说：“为了方便老年人上下楼，在楼
道加装了扶手。虽然能为老年人提
供些便利，但还是不如电梯方便。
希望居民们能够多多支持电梯加装
这项工作，让更多人早日享受到这
一福利。”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一键上下一键上下””轻松出行轻松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