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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博雅

卢沟桥街道打通社区综合服务平台

“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率
2020年将达60%

“过去每一个业务单位业务
系统， 都是独立的一个平台， 现
在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则把这些独
立的平台连接在一起， 不仅实现
了信息互联互通， 也提高了工作
效率， 让围绕居民需求的服务更
有针对性。” 7月3日， 记者从丰
台区卢沟桥街道获悉， 丰台区社
区综合服务平台已在丰台路口、
春园以及长安新城第一社区进行
试点工作。

据介绍， 目前社区综合服务
平台包括“民情图”“党组织建设”
“政办事项”三大服务内容。

“过去信息不互通， 社区组
织一些活动非常困难， 而自从平
台互通后， 就不一样了。” 长安
新城第一社区书记王祎介绍， 前
不久， 长安新城第一社区与兴隆
医院联合举办了一场健康讲座，
内容针对群体为65岁以上且有慢
性病的老年人。 工作人员在社区
综合服务平台进行关键字搜索，
相应人员基本信息一目了然。 检
索出的信息生成表格， 后续通过
互联网短信群发通知居民活动信

息， 因为针对性较强， 大家都积
极参与， 不仅减少了社工的工作
量， 工作效率也大幅提高。

据悉， 青塔东里与芳园社区
也将开通社区综合服务平台， 丰
台区社区综合服务平台还将进行
升级改造 ， 增加 “综合治理 ”
“老年人服务” 等板块。

7月4日， 记者从市农业局获
悉， 截至2016年， 全市供应无公
害农产品的能力达 71.33万吨 。
同时， 2020年 “三品一标” 农产
品认证覆盖率将达到60%。

“三品一标” 农产品， 即无
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 有机农
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统称。
这意味着， 北京市生产的农产品
过半数以上都会经过质量安全认
证， 将越来越多地走进市民家中
成为日常消费品。

无公害蔬菜棚悬挂统一
田间档案

记者来到大兴区礼贤镇东段
村的北京礼贤益农蔬菜专业合作
社， 这里有无公害农产品种植管
理园区。 在园区的生产区域， 每
个棚室外边都挂着一个小标牌，
标明棚室的编号以及当季种植蔬
菜的种类、 品种。 进入其中一间
温室， 一人多高的西红柿秧苗分
布在整个棚室中， 棚室墙上挂着
一个红色的小本子， 里面记录着
西红柿从定植到采收的全过程。
哪天浇的水， 哪天用的肥， 哪天
发生了蚜虫病害都记录在内。

这其实是由北京市优质农产
品产销服务站统一制作的田间档
案， 每个无公害农产品棚室内都
会挂一本， 管理员进行的每一项
管理都被记录在内。 如果发生了
质量安全问题， 这个小本子也将
成为追本溯源的重要依据。

据了解， 礼贤益农蔬菜专业
合作社园区设施面积400亩， 其
中温室100栋、 占地面积200亩，
钢架大棚100栋、 占地200亩。 目
前园区的蔬菜生产品种有40余
种， 蔬菜年产量2000余吨， 可常
年供应各种蔬菜。

绿色综合防控技术减少
农药使用

在棚室的植株之间， 隔三五

行就悬挂着一张A4纸大小的黄
色粘虫板， 上面粘着密密麻麻的
小虫子。 这是物理防治的一种手
段， 省事省力又环保， 专门用来
消灭温室内的蚜虫等害虫 。 同
样， 棚顶的风口被一张细密的防
虫网罩住， 用来阻挡从外界侵入
的虫害 ， 从而降低对植株的危
害， 大幅减少农药的使用。

防虫网、 黄板都是绿色综合
防控技术中的重要手段， 还包括
太阳能杀虫灯、 低毒的生物农药
等 ， 通过这一套综合的管控手
段， 实现精确用药， 节约药量，
减少污染。

同时， 园区内的管理区域与
生产区域互相分开。 在管理区的
办公室， 最显眼的就是5块标牌，
这是无公害农产品规范化生产的
管理制度， 园区内如何管理， 如
何分工等都明确写在了上面。

全市无公害农产品生产
主体已有600余家

北京礼贤益农蔬菜专业合作
社是北京市无公害蔬菜生产企业
之一。据市农业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底， 全市无公害农产品种
植业生产主体共有657家，获得认
证的产品数量达2457个， 生产规
模达到17049.9公顷，年供应无公
害产品的能力可达71.33万吨。

作为监督与指导机构的北京
市优质农产品产销服务站， 对无
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有着严格的
标准 。 在生产规模和地块选择
上， 除生产规模要符合要求外，
基地还必须选择在生态环境良
好 ， 没有或不直接受工业 “三
废” 及农业废弃物、 生活垃圾污
染的区域， 同时还要远离公路主
干线及居民区等。

市优质农产品产销服务站采
取认证+监管的模式， 对种植企
业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 还对农
产品抽样检测，保证安全无公害。

6月29日晚， 伴随着北京古
观象台紫微殿前的悠扬琴声， 东
城区建国门街道第六届彩虹文化
节之 “胡同大碗茶” 如约而至，
社区居民与人大代表 、 政协委
员、 共建单位代表一道聆听身边
的胡同历史。

古观象台专家为大家介绍了
8架清制天文仪器的功能， 随后
社 区 居 民 赵 靖 璞 向 大 家 讲 述
了 泡 子河的前世今生 ， 将明朝
至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泡子河
从 形 成 、 繁华到衰落的历史娓
娓道来。

“听完后才发现 自 己 生 活
居住的地方有这么悠久的历史
和精彩的故事， 收获很大！” 一
名观众如是说。 在历史讲述过程
中还穿插着古典舞表演和茶艺表
演， 整场活动精彩纷呈。

据悉， “胡同大碗茶” 是在
建国门街道第三届彩虹文化节中
推出的群众文化活动， 至今已成
功举办四届。 本次胡同大碗茶活
动也将在七个社区同步开展， 最
终将集结成一部地区口述史， 作
为见证建国门地区胡同文化发展
演变的永久记忆。

雨天抢险、清扫杂院落叶、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本报记者 陈曦

保洁队把分外活干成分内事
雨天应急抢险、 秋季清扫杂

院落叶、 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听起来，是很多职能部门的工作。
可是在西城金融街地区， 这些工
作的背后， 却有北京建融保洁服
务有限公司队员们的身影。 这个
公司虽然成立仅仅一年， 却收获
了地区百姓的诸多赞誉。 不仅因
为队员们在街道保洁、 垃圾清运
方面的细致工作， 更重要的是他
们把很多分外活干成了分内事。

雨中抢险
救援平房漏雨户

7月4日，京城降雨，在送来清
凉的同时， 也给居住在老旧平房
院的居民带来了不便。早晨9点左
右， 北京建融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就接到了电话：“砖塔胡同70号的
房屋漏雨，请派人员应急救援！ ”

“大杂院有三四户居民，房子
年久失修，平日里还好，但遇到突
然而来的大雨， 就容易出现漏雨
的情况。 我们立刻组织了五六名
员工，携带苫布前去支援。 ”公司
经理周建介绍说。

架梯子、上房顶、递苫布……
查看过漏雨位置后， 几名保洁队
员熟练忙活开了。 “幸好你们来得
及时，不然这大下雨天的，再跑了
电，就麻烦了。 ”看着不再漏雨的
屋顶， 砖塔胡同70号居民张大姐
紧皱的眉头松开了。

“看你们脸上都是雨水，赶紧
进屋洗把脸，坐下喝口水。 ”听着
大姐热情的招呼， 一位队员腼腆
笑笑摆着手说：“不了， 我们得回
去待命了，万一别家还有漏雨，我
们还得赶紧去呢。 ”

背街小巷整治
专人专车清理废旧物

建融保洁服务公司2016年7
月成立，目前有员工80余人，肩负

着金融街地区50万平方米120条
街巷的街道保洁，2万余户居民和
近百家机关单位的垃圾清运工
作。金融街地区地处中心区，因此
在该地区做好保洁工作， 似乎就
并不局限于清扫马路、 清运垃圾
那么简单了。

“日常工作中，我们要注重环
境保洁精细化。关键时刻，也要讲
政治、 顾大局， 比如全国两会和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
开期间， 我们都认真做好环境保
障工作。 ”周建说。

最近，首都正在开展“疏解整
治促提升”专项行动，金融街街道
“背街小巷”环境整治工作更是取
得了不小的成绩。其中，建融保洁
公司的队员们功不可没。

记者了解到， 建融保洁公司
每天抽出专人、专车，对已拆除违
建、小胡同堆物堆料、废旧自行车
等进行清理清运。截至目前，已经
累计清理清运大件、废旧自行车、
堆物堆料等350车，无主渣土和违
建渣土500处约850吨， 清理卫生
死角230处。

居委会送锦旗
优秀队员心存感激

建融保洁公司的队员老汪，
名叫汪开会， 老家在甘肃省天水
市， 负责西斜街和宏庙胡同的日
常保洁工作。因为工作踏实，勤劳
肯干， 不久前还被公司评为了优
秀员工。

“我们公司虽然成立仅一年，
却得到了居委会和周边居民的广
泛好评， 居委会还送来了联名锦
旗， 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赞
誉。 ” 老汪对公司的发展充满信
心， 同时也感受到公司对职工无
微不至的关怀。

老汪告诉记者，公司成立后，
不仅对食堂、大厅、宿舍、浴室等
设施进行了全面改建和更新 ，还
在院内安装了无线网络、 监控录
像等高科技设施， 让大家更有安
全感，业余时间还能免费上网，与
家人及时沟通。此外，公司还关注
职工健康， 多次请社区卫生服务
站医生给大家做常规体检， 还安
排员工到体检中心全面体检。

胡同大碗茶“穿越”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