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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9日 星期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群众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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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民赵先生拨

打 12345 热线反映，自己是一名

外卖小哥，从今年 2月至今一直

没有发放工资，希望相关部门协

调解决。

区人保局接到诉求后，立刻

与反映人所诉工作站点联系，获

悉实际用人单位为上海某公司。

工作人员通过仅有的单位名称

查询到法定代表人信息，但是多

次拨打联系方式均无人接听。

如按照正常工作流程，此情况可

以转为立案调查，但因立案调查

时间周期长，且对于此类新业态

的劳动关系容易产生争议，处置

效果欠佳。为了确保百姓劳有

所得，工作人员继续寻找解决方

式和问题突破口。在发现该企

业存在另外 5家关联企业时，工

作人员随即开始进一步核查，逐

一进行电话联系，最终在与第 4

家关联企业对接时，联系到了涉

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经过多次

协调与督办，赵先生终于领取到

了被拖欠的1.2万元工资。

据了解，今年以来,区人保局

为治理“每月一题”新业态劳动

者劳动保障问题，制定场景化治

理模式，其中成立“1+1+X”劳动

纠纷调解专班，保障好新业态诉

求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通过“1+

1+X”劳动纠纷调解专班机制，

为 34名新业态劳动者提供法律

咨询援助，协调化解21件新业态

劳动纠纷，为新业态劳动者追回

待遇共计3.8万元。

文明单位创建

文明单位创建是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的一部分。开展文明单

位创建，要深化拓展文明单位创建

内容，深化职业道德建设，引导各

单位把文明单位创建和机关党建

工作结合起来，把机关文明创建和

行业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推动文明

单位创建向各行业领域延伸、向纵

深方向拓展。要拓展工作领域，推

动文明创建向窗口单位、非公组织

深化拓展，以点带面推动各行业各

领域文明单位创建持续深入推

进。要广泛开展具有行业特色、

职业特点、工作特性的创建活动，

确保提供文明优质服务，树立良

好社会形象。要组织开展文明单

位暗访督查，督促推动文明单位

保持创建质量，切实发挥示范表

率作用。

1.什么是文明单位？

文明单位是在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中

成绩突出，效益显著，管理先进，服

务优良，内外和谐，积极创新，履行

社会责任，经过自愿申报，群众满

意，社会认可并经有关主管部门考

核、评选，由地方党委和政府或上

级党政机关批准命名的先进单位，

是基层单位四个文明建设综合性

成果的最高荣誉。

2.为什么要争创文明单位？

创建文明单位的过程是一个

全方位提高管理水平的过程。全

体职工都是创建文明单位的裁判

员、参与者、受益人。通过创建活

动的开展，提高干部职工的思想道

德素质、业务素质、科学文化素质

和健康素质，建设高效、廉洁、务

实、文明、和谐的文明单位。

3.文明单位的评选标准？

组织领导有力，创建工作扎实。

思想教育深入，道德风尚良好。

学习风气浓厚，文体卫生先进。

加强民主管理，严格遵纪守法。

内外环境优美，环保工作达标。

业务水平领先，工作实绩显著。

4. 创建文明单位我们应该做

什么？

（1）积极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自觉遵守公民道德基

本规范和市民文明公约，主动参与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养

成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出行习惯，努

力做到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

明人，引领社会新风尚。

（2）我们要承诺做到：文明办

公、礼貌用语、举止文明；管住自

己的手，不乱扔垃圾，不乱摆乱

放，不损坏公物；管住自己的口，

不说粗话脏话，不在办公室吸烟；

管住自己的脚，不乱穿马路，不闯

红灯，不逆行，不践踏草坪。在严

格要求自己的同时，我们还要积

极劝导自己的家人、朋友、邻里和

身边人告别生活陋习，争做文明

门头沟人。

首都文明单位：门头沟区融媒

体中心

近日，首都文明单位区融媒体

中心组织部分党员到大峪街道绿

岛家园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

居民营造干净整洁的社区环境。

党员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拿起抹布、水桶、夹子等工具，擦拭

景观小品、宣传栏和社区服务站的

门窗玻璃，捡拾社区道路和绿化带

中的垃圾杂物，将乱停乱放的自行

车搬放到定点车棚之内，浇灌景观

花卉，用实际行动倡导绿色环保理

念，树立文明新风，带动更多人参

与环境维护。

区融媒体中心还将强化与绿

岛家园社区的沟通对接，积极参与

社区创城宣传、环境维护等工作。

同时中心还将围绕我区当前创城

重点，围绕多项工作、利用多个平

台、采取多种形式，切实做好宣传

引导，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

浓厚创城氛围。

来源：文明门头沟

本报讯（通讯员 符乃清）近

日，区委农工委区农业农村局在

斋堂水库、珍珠湖水库开展了水

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

结合全区适宜放流水域承

载力及资源保护状况，着眼于

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保护水生

生物多样性，促进我区渔业种

群资源恢复，维护生态系统稳

定，实现保水、净水、美水的生

态效果，经过严格疫病和药残

检验，选取适宜本地生长的鳙

鱼、鲢鱼两个品种，共计放流

18.7万尾。

区委农工委区农业农村局

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引导，不断

提高公众爱护水生生物意识，严

禁向自然水域投放来历不明或

未经专业部门审定的水生生物，

进一步规范社会放生行为。同

时，全力配合市级委托的科研机

构开展此次放流效果的综合性

评价，为主管部门逐步完善增殖

放流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

支撑，为全区自然环境保护及生

态平衡作出贡献。

区委农工委区农业农村局

还将根据我区资源衰退严重的

水域、河湖、景观水域及水生野

生动物保护区的实际情况，及时

调整增殖放流申报计划，充分发

挥增殖放流“平衡生态、涵养水

源、固碳释氧、净化水质、美化

环境”的生态效果。

本报讯 连日来，大峪街道

集中精力做好垃圾分类工作，从

基础上进行规范引导，开展专项

检查，不断优化升级模式、不断

推进辖区垃圾分类工作持续向

上向好发展。

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对辖

区多家商户及个人进行检查，

规范引导市民正确投放生活垃

圾，并查处相关违法行为。加强

宣传引导，入户开展政策法规和

执法工作宣传，通过宣传告知的

方式组织商户开展自查，引导其

自管自律；建立日常执法检查机

制，针对垃圾分类投放开展日常

执法检查，发现问题要求商户及

个人及时进行整改，多次告诫拒

不整改的加大查处力度。

城管办持续开展垃圾分类

普查工作，现场检查小区垃圾

分类设施建设及管理情况，通

过检查发现存在桶站背板信息

错误、桶周边不洁、桶标识磨

损、材料不全等问题，现场要求

物业及社区垃圾分类负责人及

时整改，增加巡查频次，做到静

态指标100%达标，动态指标及

时整改，有效改善桶站满冒、桶站

周边不洁等问题，并做好复查。

自 10 月份以来，城管办研

究社区生活垃圾流动收集可行

性方案，在桶站撤站 16 处的基

础上，经过现场调研，预计再撤

掉8组桶站，同时继续推进流动

收集模式。

大峪街道/供稿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深秋

时节，我区各公园里的彩叶进

入了最佳观赏期，描绘出了一

幅幅色彩斑斓的水彩画，美不

胜收。区园林绿化局也在不断

对我区公园的景观布置实施改

造提升，让市民尽享大自然的

魅力。

在绿海运动公园内，秋天用

它神奇的画笔将公园里的树木

浸染成了红、黄、绿三种颜色，

让市民与秋天共赴一场浪漫的

约会。漫步在公园里，红、黄、

绿相间的树叶层层叠叠，秋日的

暖阳透过枝叶的缝隙散落在地

面上，微风拂过，树叶随风飘

落，斑驳的树影微微晃动，吸引

了不少市民驻足欣赏。

据了解，公园内树木及花卉

种类丰富，共计 5.2 万棵（株）。

一到秋天，园内的黄栌、银杏等

树木就会率先披上金黄外衣，市

民们漫步园中，在恬静温馨的氛

围里探寻着秋天的诗意。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母 涛）

近日，区应急局到龙泉镇龙门新

区二区等社区开展应急管理知

识进社区活动。

在活动现场，宣讲人员向

群众普及森林火灾预防、电动

自行车使用等安全知识，发放

《社区安全知识集锦》《民法典

三十问》《贯彻落实新消防法》

等宣传折页 300 余份，解答群

众关于汛期安全、地震避难等

热点问题，营造了良好的宣传

氛围。

区应急局将持续开展安全

宣传进社区活动，践行“红色应

急先锋·为民平安先行”红色党

建理念，提高群众法治宣传教育

知晓率，增强公众避险自救能

力，为辖区群众全面提升应急自

救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史博文）为

让老年人能够充分享受智能化

服务带来的便利，近日，区委社

会工委区民政局联合区便民服

务业协会，在永定镇永安社区开

展智慧助老志愿服务专题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为 40 余

位老人介绍智能手机使用方法。

内容包括如何使用北京健康宝

查询核酸记录，如何利用手机进

行线上挂号、生活缴费等，参与

活动的老人们认真听、用心记，

主动与工作人员沟通交流，使用

智能手机的熟练程度也得到了

有效提升。

通过举办智慧助老活动，强

化了社区老年人对智能化应用

的操作能力，引导老年人深入了

解、积极融入智能化社会，营造

了爱老、敬老、助老的浓厚氛围。

追踪溯源破解难题
解决新业态劳动纠纷

放流鳙鱼鲢鱼18.7万尾
改善我区水域生态环境

家门口“上线”悠悠秋韵浓

志愿服务活动
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应急管理知识进社区

强化设施建设 推进流动收集

大峪街道持续提升垃圾分类水平

人行横道“瘦身”
消除安全隐患

本 报 讯 近 日 ，市 民 致 电
12345 热线反映，慢闪公园路口
处存在大量机动车在人行横道
处穿行现象，存在安全隐患，希
望予以治理。

潭柘寺镇接诉后，立刻前往
现场核查。慢闪公园是潭柘寺
镇新兴文创集结地，新晋网红打
卡地，位于 108 国道辅路出口处。
由于该路段周边小区较多，为了
方便附近居民通行和换乘公交
车，在此处设置了人行横道，但
是车辆占道调头转向的问题随

之而来。
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同时不

影响居民正常出行，潭柘寺镇邀
请诉求人、慢闪公园负责人等相
关人员到现场，根据该路段实际
情况，聚焦有效、美观、实效的原
则，制定了加装阻车装置和加大
巡查治理的“双保险”工作方案，
在保障沿街风貌和谐统一的基
础上，增加了 6 米左右阻车装置，
并留下出入口确保行人正常通
行。同时节假日期间安排人员
力量在公园附近进行交通疏导，

为市民创造良好居住和游园环
境。

“这两年慢闪公园成了网红
打卡地，周末的游客特别多，总
是有汽车从这里掉头，我们过马
路时都得加倍小心。治理后，汽
车过不来，行人安全了，特别好!”
周边市民对整改效果予以高度
评价。

小举措解决大问题。潭柘寺
镇 始 终 高 度 重 视 百 姓 诉 求 ，在

“办”上下功夫，想办法办、克服
困难办，采取灵活多样的办理方
式，求效率、重实效，把群众关切
的事情办准、办好、办实，为辖区
百姓提供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
和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为什么要把和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呢？因为和谐

是万事万物存在方式的一种本质体现，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一贯诉求。

来源：共产党员网

宣传阐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文明单位创建

赵明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