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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旅局开展《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
读后感征文活动

本报讯（记者 高晴）近年来，区政务

服务管理局始终坚持把便利化、智能化

改革作为提升政务服务工作水平的重要

抓手，全力打造区、镇街、村居三级政务

服务体系，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在区政务服务中心门外，市民唐先

生因身体原因乘坐轮椅前来办事，他在

无障碍坡道前按响了寻求帮助的专用

门铃。大厅内工作人员迅速出来回应，

把他推到楼梯口，随后利用无障碍升降

机将他送到二层办事大厅，并在“无障

碍大综窗”提供专区、专窗、专人、专办的

“四专”暖心服务。市民唐先生说：“工作

人员的服务很贴心，对出行有困难的人

非常友好，完全避免了行动不便带来的

尴尬。”

完善无障碍设施，把扶残助残、尊老爱

幼理念融入到日常服务中，是区政务服务

中心近年来提升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该

中心从特殊人群角度出发，推出了一系列

改革举措和制度，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负

责人朱瑞说：“中心为特殊人群提供多项无

障碍服务，如手语翻译服务、无障碍自助

机、低位服务台、轮椅、拐杖等，并为特殊人

群实行首陪负责制度，协助他们使用各种

无障碍设备，并进行全程帮办、代办。”

在镇街级的大峪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里，前来办事的市民络绎不绝。所有窗口

均采取“一窗通办”模式，让市民享受到便

捷高效的“一站式”服务。大峪街道政务服

务中心窗口负责人高娟说：“现在实行的是

前台综合窗口接件处理，后台集中审批。

也就是说，市民来到大厅之后，只需到一

个窗口就能办理所有的业务。”“一窗通

办”模式也赢得了办事市民贾女士的点

赞：“现在真是太方便了，我记着前些年

我办灵活就业的时候，得跑好几个地方，

现在在一个窗口就能将所有的手续都办

理了。”

服务模式持续优化，服务点位也在

不断向基层延伸，原本需要到镇街级政

务服务中心办理的事项，现在在村居便

民服务窗口就可办理。

石门营新区七区社区服务站作为政

务服务示范站点，不仅方便了市民就近

办理业务，还将传统的柜台窗口改造成

为开放式窗口，“面对面”“肩并肩”的形

式让市民感到更加贴心。“别看我们这地

方小，服务却应有尽有，站内的工作人员都

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可以更好地为社区居民

服务，辐射到周围8000多位居民。”社区服

务站工作人员说。

在全力打造区、镇街、村居三级体系的

同时，区政务服务管理局还广泛开展“局科

长走流程”活动，创新推出“红色管家助企平

台”，持续提升服务水平。区政务服务管理

局副局长姚道俊说：“我们将落实好镇街事

项委托受理工作，全面推动社区村政务服务

标准化改造，稳步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

着力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助力全区经济发

展。”

以市民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为驱动，目

前，我区共设有区政务服务中心、民生分中

心、不动产登记分中心、婚姻登记分中心、公

安分中心和税务大厅6个政务服务大厅，镇

街级政务服务中心13个，村居服务站300余

个，真正把政务服务从窗口送到市民家门口。

百花山管理处开展
主题升国旗活动

中关村科技园区门头沟园
商务楼宇强化疫情防控措施

推广便民服务App 科技助力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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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三级政务服务体系
把服务窗口送到市民家门口

本报讯（记者李怡锦谢琪锦）近日，

区水务局以科技赋能河道水环境治

理，使用5G智能无人船和全地形管

道机器人对河道存在的各类疑难杂

症进行全方位综合体检和诊断，借助

科技力量不断优化水域生态环境。

在黑河沟平静的河面上，一艘1米

多长的黄色小船正在河中巡查，为河道

的水质环境进行全方位的“体检”。

技术人员介绍说：“巡视监测智

能船采用了 5G技术和各种人工智

能技术，主要用于河湖巡逻、水质监

测、水下地形探测、取水、警戒巡逻

等。通过第五代移动互联网在几千

公里之外就能够掌握现场的情况并

进行操作和控制，船上安装的高科

技的人工智能芯片，可以代替人工

进行数据分析，比如在水质监测方

面它能够实时显示17种以上的水质

参数。”

检测到的水质分析数据会同步

回传到工作人员手中的监控平台，易

发生水质问题的河段位置一目了然，

方便工作人员对其进行重点治理。

无人船一次可持续性工作5个小时，

最大航速可达到6m/s，船前舱搭载

的360度摄像头、侧扫声呐等设备也

可以对河道两侧的明、暗管进行排

查，及时报送问题点位。

黑河沟河道下埋有一条污水管

道，人为清理颇为麻烦，处理不当极

易污染河水，带有螺旋推进器的全地

形管道机器人便是清理污水管道的

“得力干将”。

机器人线缆长度达100米，360

度旋转的摄像头可以查看管道内的

情况，并将画面实时回传，明确管道

内的“病灶”定位，做到早发现，早治

疗、早恢复，减少了人力成本，极大地

提高了作业的安全性。

区水务局河湖事务中心主任矫

威表示：“无人船和智能机器人主要

排查河底的淤泥情况，对淤泥和暗道

进行分析，观察会给河水带来哪些方

面的影响。”

下一步，区水务局将秉持“科技

兴水”理念，利用智能设备对区内总

长128公里的污水管网进行探测、整

治，为河道“疗伤”，进一步优化水环

境质量。

暑假外出旅游时，要维护环境卫生、遵守公共秩序、爱惜生态环

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护公共设施、讲究以礼待人，争做文明游客。

文字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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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润广）近日，北京

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开

展“当好绿水青山守护人”主题升国

旗活动。

在嘹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全体党员干部肃然而立，面向

国旗行注目礼，对伟大的祖国致以无

限的敬意。之后，全体党员干部参观

了位于百花山管理处的门头沟区科普

基地，认真听取了关于百花山形成、植

被垂直带谱分布、百花山生物多样性

等详细介绍。

此次活动不仅让全体党员干部深

入了解到所肩负的使命责任之重大，激

发了大家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扎根深山

的工作干劲儿，也提振了精气神儿，增

强了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

力，激励了党员干部矢志当好绿水青山

守护人，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 陈凯 谢琪锦）雁翅镇淤白村通过村企合作，

依托周边水库和自然风光，打造白瀑云景田园综合体，因地制

宜增设垂钓等休闲项目，为游客提供游玩的新体验。

在白瀑云景田园综合体，拿着鱼竿，与山水为伴，就可以体

验到惬意清凉的休闲时光。坐在桥上，一边呼吸新鲜空气，一

边等待鱼儿上钩，心情无比舒畅。垂钓后，还可以将自己的劳

动成果进行烹饪，给味蕾来个惊喜，这也是今年新增的一项休

闲娱乐项目，吸引不少市民前来体验。

一位游客说：“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来到山里之后感受自

然风光，顿时让人心情很平静，白瀑云景田园综合体的整体环

境非常好，特别适合带孩子一起来。”

在这里，不仅可以享受垂钓的快乐，还可以在户外露营区

域，体验自然的生活方式，双人帐篷、亲子星空帐篷、山景小院

三大类主题，满足游客不同需求。

白瀑云景田园综合体工作人员说：“这里可同时接待800余人，

可为市民提供免费的停车位、无线网、开水等便民服务，我们也将加

深与村里合作，继续拓展游玩项目，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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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河道“保洁员”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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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2022年7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前20名统计表

（三）考核排名情况

本报讯（通讯员王良）近日，

区文旅局开展《中国共产党

宣传工作简史》读后感征文

活动。

此次活动得到了广大干

部群众的积极支持，活动共

评选出优秀作品 8篇。区文

旅局组织获奖优秀作者代表

召开《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

简史》读后感征文活动颁奖

仪式，向优秀作者代表颁发获

奖证书和奖品。

本报讯（记者谢琪锦）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人员密度大的

楼宇成了疫情防控的重点场

所。今年以来，中关村科技园

区门头沟园各商务楼宇的物

业公司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

作，为入驻企业单位的员工加

强安全保障。

记者在创新大夏看到，物

业工作人员全部佩戴了 N95

口罩，并在入口处提醒进入

的企业单位员工严格落实扫

码、测温、查验 72 小时内核

酸阴性证明等措施。对于

非内部办公人员，除了扫码、

测温等步骤，还需要进行信

息登记才可以进入楼宇，确

保外来人员信息来源可溯、

去向可追。

上班期间，大厦排风系统

经过检查后会保持常开状态，

快递外卖也采用无接触方式

配送。同时，大厦物业还加大

了消杀频次，每两小时就会对

公共区域的按键、门框扶手、

座椅进行消毒，减少交叉感染

风险。

本报讯（记者 闫吉）近日，

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建设银行

北京门头沟支行，开展“北京

门头沟”微信公众号、“门头沟

融媒”App、“建行生活”App

线下推广活动，并向市民宣传

我区创城工作。

在中昂时代广场商圈，来

自区融媒体中心的党员和志

愿服务队队员，面对面为群众

详细讲解“北京门头沟”微信

公众号、“门头沟融媒”App的

各项功能，一对一指导市民通

过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和下

载手机客户端。

“北京门头沟”微信公众

号、“门头沟融媒”App具有覆

盖面宽、政策性强、知识点多、

时效性快、服务性好等诸多优

势。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和

下载手机客户端，广大市民可

以及时掌握区委、区政府的各

项决策部署和国内外的时事

资讯，更好地了解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工作，积极参与到我区

创城工作中来。

“建行生活”是中国建设

银行打造的本地生活服务平

台，除支持外卖及到店餐饮

消费外，还提供商超、观影等

多元生活服务。推广活动现

场，建设银行北京门头沟支

行的党员和业务骨干，耐心

地向市民讲解“建行生活”

App，帮助市民下载手机客

户端，注册领取优惠券。

表2：2022年7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后20名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