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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清水镇快速处理
污水外溢问题

楼内异响惹民忧 排查监控消疑虑

花粉浓度增加
易过敏人群应做好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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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岁老党员：特殊身份让我人老心不老

桃花灼灼 溪水潺潺

妙峰山镇有一处“桃花源”

相约冬奥 筑梦冰雪

东辛房街道
举办冰壶冰蹴球

挑战赛

军庄镇红色零距离暖心室
为村民去“心病”

▲ 工作人员开展巡查

区光荣院区光荣院
用小游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用小游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本报讯（记者 马燊 杨铮）今年
88岁高龄的崔广满是大峪街道龙
山一区社区里的明星，他不仅是一
位有着64年党龄的中共党员，还是

社区热衷各项志愿活动的志愿者，
他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的初心和使
命，体现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每天上午9点，崔广满都会坐

在书桌前静静地看一会儿书，小小
的书桌上堆满了红色主题的书籍，
还有一些他的原创诗歌。88岁高
龄的崔广满依然坚持每日学习，提
起自己的党员身份，老人骄傲地讲
述了他的经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现在的
好生活，是党培养了我，所以我愿意
多做贡献，我永远不会忘记党对我
的爱。”崔广满激动地说。

一本本荣誉证书见证着崔广满
光荣的过往，证书上“优秀共产党
员”这6个字，让老人时刻提醒自己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尽管年事
已高，与他人交流需要助听器的辅
助，但这阻挡不住崔广满用党员标
准要求自己的决心。他说：“共产
党员就是要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用自己的力量发挥更大的能
量，自己做好了，才能感染带动身
边的人。”

在得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可
以接种新冠疫苗后，崔广满积极踊
跃报名，并主动帮助社区工作人员
宣传疫苗接种的知识。这位热心的
老党员，还积极参加垃圾桶值守，社
区里的不少居民都为他点赞。

社区居民玉淑华说：“社区里的
大事小事，崔广满都积极报名参加，
比如爱心捐款、铲除小广告等活动，
让我们特别感动。”

社区工作人员赵莹说：“崔广满
老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是我们学
习的模范。”

和众多党员一样，崔广满用自
己的行动彰显责任与担当，为社区
建设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近日，区光荣院组织开展
“践行垃圾分类，倡导文明新风”
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全体人员做
好垃圾分类。

活动现场，区光荣院工作人
员向全体人员讲解了垃圾分类
知识，并精心设计垃圾分类互动
小游戏，在党员与休养员“一帮
一”结对子的基础上，将职工与
休养员编成一对一互助小组，每
小组发放 20张印有各种生活垃
圾图样的小卡片，由两人共同完
成“垃圾分类”投放任务。通过

新颖的形式，让大家更加全面、
精准地了解各类垃圾的划分，引
导他们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工作。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大家
互相讨论，并将垃圾的名称和
投放的垃圾桶大声宣读出来，
投对了给予热烈的掌声，投错
了给予纠正。现场“垃圾分类”
实际操作实践，让全体人员懂
得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让绿色环
保理念深入人心，自觉养成垃圾
分类的好习惯。

区光荣院/供稿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日，
东辛房街道石门营四区通过向社
区居民发放垃圾分类积分卡，利
用积分兑换物品等方式，进一步
倡导垃圾分类理念，营造人人皆
知、广泛参与的环保氛围，增强社
区居民自觉分类意识。

社区制定了21天习惯养成
计划，以分类可积分、积分可兑
换、兑换即收益为理念，只要社区

居民在每天上下午各一次的垃圾
投放中正确分类，垃圾分类指导
员就会在居民的积分卡上盖一个
合格章。积分可兑换食盐、洗涤
灵、抽纸、色拉油等生活用品。

据了解，石门营四区共有
2300余户居民，作为我区首批市
级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社区党委
持续强化辖区居民垃圾分类意
识，通过积极宣传、广泛引导，进

一步激发居民垃圾分类热情，累
计发放折叠垃圾桶2300余个，垃
圾袋100000余个。

石门营四区党委书记杜海霞
说：“积分兑换只是一种形式，通
过这种形式，调动居民垃圾分类
积极性。下一步将根据居民的需
求，对积分兑换的物品进行调整，
使社区环境更美，垃圾分类更精
准。”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茹）近日，东辛房街道举办了
第一届“东辛房杯”冰壶冰蹴球挑战赛，来自 9个社
区的18支代表队近80名运动员参加了挑战赛。

本次挑战赛旨在宣传普及冰雪运动知识和技
能，在引导辖区居民了解、认识、深入贯彻落实《全
民健身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广大居民的健
身热情。

此次活动中，石门营七区代表队荣获了冰壶挑
战赛的冠军，石门营二区代表队荣获冰蹴球挑战赛
的冠军。

通过本次活动，不仅体现了东辛房街道群众积
极参与全民健身及冰雪运动的高涨热情，综合展示
了地区整体的精神文明风貌，还为2022年冬季奥运
会的举办营造了热烈浓厚的氛围。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虹）
化解百姓矛盾、解决基层难题是
政府各项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2020年，军庄镇立足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工作，创新提出在11个村
居建立红色零距离暖心室，将“接
诉即办”引向“未诉先办”，解决好
百姓身边的烦心事、操心事。

军庄村用水难、水质差的问
题一直是村民们的一块心病，去
年年底，村委会通过红色零距离
暖心室在村内加装了净水机，解
决百姓用水难的问题。

在军庄村文化活动中心院
内，摆放着两台净水机，不时有村
民到这里灌装饮用水，便宜的价
格、健康的水质，让村民高兴不
已，村民们头疼的用水问题得到
了解决。

一位村民说：“我们之前用
水，不但水量小，而且还有水垢。
自从村里给安装净水机以后，用
水就踏实多了，现在家里蒸米饭、
熬粥等都是来这儿打水用，村民
们感觉这水质挺好的。”

2020年底，村民通过到红色
零距离暖心室，向村委会反映自
己家中生活用水的困扰，村委会

多次讨论，研究并实施在村内加
装水泵、新建用水管线。同时，在
村内安装了7处净水机，让村民不
再担心用水问题。

军庄村党总支纪检委员黄井
仁说：“这一年，红色零距离暖心室
做了很多实事，通过开展‘创城’、
垃圾分类等一系列的工作，得到
百姓的认可。”

据了解，2020年军庄镇依托
红色零距离暖心室，引导百姓参
与基层治理，强化服务意识，共主
动向群众收集问题68项，完成整
改65项，3项需要立行立改、长期
坚持的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效，群
众满意率达到100%。

军庄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
员王国彪说：“我们以‘红色门头
沟’党建为引领，紧扣‘七有五性’
需求，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从被动
受理到主动服务、从单向治理到
双向互动、从一元管治到多元共
治的转变，实现了‘接诉即办’向

‘未诉先办’的逐步转化。今后，
我们将进一步实践和完善基层
治理工作方法，探索创新路径，
全面推进我镇基层治理能力和
水平。”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位于妙
峰山镇的桃花溪，自然资源丰富，
景色优美，每一处风景，都饱含着
大自然赋予的魅力。天气转暖，
这里的自然景观幽谷桃花源已经
进入最佳观赏期。

青山环绕，碧水涟涟，数百株
或粉或白的山桃花灼灼开放，满
目桃花团团锦簇、连绵如云，花香
肆意蔓延在山谷中，绘就一幅优
美的春日画卷，预计山桃花观赏
期将持续一周左右。

一位游客说：“开车路过桃花
溪，看到这里的桃花漫山遍野，与

山水融合在一起，非常漂亮。”
山谷中，泉水汨汨流淌，汇聚

于一处水潭，清风拂过，水面泛起
涟漪，通过清澈的溪水，可以看见
水底五颜六色的鹅卵石，在正午
阳光的照射下，色彩缤纷。

桃花溪景区负责人说：“夏天
雨水充沛的时候，山谷形成众多
瀑布景观，非常壮观。”

目前，妙峰山镇的桃花正处
于盛花期，随后樱桃花、玫瑰花也
将依次盛开，届时，游客可畅游高
山花海，享受清新空气，尽享自然
美景。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期气
温回升，春暖花开，应季花卉争相
开放，花粉浓度日益增长，过敏性
疾病也进入高发期。

春季天气较为干燥，使得花
粉、灰尘很容易扩散，会使部分人
群感觉自己像感冒一样头疼、打
喷嚏、流鼻涕，且周期长，次数多，
这种症状一般为过敏性鼻炎。花
粉过敏是导致过敏性鼻炎的一个
重要因素。

区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陈新
军说：“春天患者主要是对柏树和
杨柳过敏，有过敏性疾病的患者，
外出时一定要佩戴好口罩、眼镜，

远离容易引起过敏的树木。外出
回家后，要勤洗手，漱口，清洗鼻
腔，这样可以减轻过敏反应。”

医务人员提示广大市民，易
过敏体质应及时关注花粉浓度播
报，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还应该
随身携带一些常用的抗过敏药
物，以免因突发情况，导致身体
不适。在饮食方面，应控制甜食
和糖分的摄入，平时尽量减少高
蛋白质、高热量的饮食，多食新
鲜蔬菜、水果，有利于机体对抗
过敏，不要吃辛辣刺激性食物，
更不要吸烟喝酒。如过敏症状严
重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近日，家住城子街道西山天璟二期
17号的居民向社区反映，楼道内有异
响，自行查看未找到原因，希望社区协助
排查。

城子东街社区了解居民诉求后，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与物业负责人沟通，查
看监控录像了解详情，监控中有一名可
疑人员在楼道内徘徊，物业公司立刻组
织人员进行排查。社区联合物业公司组
成8人巡查组，分4队对社区进行全面摸
排。工作人员从反映人所在楼开始，顺
着楼梯间逐栋开展地毯式搜寻，10多分
钟后，在19号楼内找到了监控内的可疑
人员。

据了解，此人是地产开发商雇佣检查
消防栓的工作人员，由于未提前告知物业
及社区，引发业主误会。相关人员及时向
业主解释并道歉，取得业主谅解，消除业
主的疑虑。同时，社区在微信群中提示居
民提高安全意识，有问题及时和社区沟
通。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近日，清水镇燕家台村村民反映，村内污水改
造，污水流入了自家菜园，希望给予协调解决。

清水镇接诉后，第一时间召开现场协调会，组
织施工单位、相关业务科室及村委会前往现场，
与村民见面协调沟通解决方案。经现场勘查，由
于污水处理站排放管道角度问题，污水排放不
畅，冬季污水留存在污水管道内导致管道破损，随
着气温回暖污水解冻后流入菜园。施工单位更换
了新管道，并对原有管道线路做出调整，彻底解决
了问题。

清水镇“接诉即办”，仅仅用了两个半小时的
时间，快速处理了村民的诉求，解决了困扰村民的
烦恼，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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