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北京建工新材建均站安全员组织职工代表开展消防演练。安
全员梁永杰从“防火”“灭火”“逃生”“自救”四方面介绍了火灾的形成过
程、自救逃生及灭火器的使用演示。 通讯员 王博金 摄影报道

镇政府协调 村委会帮忙 房东退租金

自从上周回龙观镇启动安全
隐患大排查开始， 昌平区回龙观
镇西半壁店村一处占地13万平方
米左右的物流基地， 就被列入了
腾退和拆除计划。 拆除计划要求
11月30日全部搬离 ， 在这过程
中， 回龙观镇政府帮忙协调， 西
半壁店村给有困难的物流公司提
供车辆， 并督促承租人退还租金
和押金。 截止到昨天晚上， 55家
物流公司全部搬离。

西半壁店村这处物流基地是
建在集体土地上的 “三合一” 违
建， 仓储经营住人， 存在安全隐
患。 昨天， 记者走进西半壁店村
的468物流园， 园内主干道两旁，
密密麻麻分布着低矮的简易房，
有的是砖混结构， 有的就是彩钢
板临时搭建， 所有门脸上都贴着
腾退通知和封条。 已有34家物流
公司正式搬离， 现场还剩下少数
工作人员正清理着自家仓库里的
存货， 准备装车运走。

“自从清退工作开始之后 ，
一直没闲着， 每天都在办退租金
和押金的事儿。” 物流园的第一
承包人李先生告诉记者， 现在他
也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 “园区
里都是纸箱子， 万一着火可真不
敢想。” 对于清退物流公司的工
作， 李先生很支持。 目前， 他已
经发还了260万元的押金和租金，
预计还要再退40万元左右。

原来入驻园区的一家物流公
司的老板闫先生说， 自从要求搬

离 ， 他最担心的就是租金的问
题， 怕房东不能及时退还， “没
想到这么快就退回来。” 闫先生
担心的周转场所问题也解决了 ,
“房东帮忙介绍了阳坊镇一个地
方， 人和货都已经搬过去了。”

而对于找住处和搬家有困难
的物流公司， 西半壁店村也主动
提供帮助，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大部分的物流公司都能找到场
所， 如果遇到运输车辆周转不开
的， 村里还会协调组织车辆帮忙
运输， 也会帮实在找不到地方周
转的个别公司联系暂存的场所。

记者了解到， 物流园的腾退
和拆除只是回龙观镇安全隐患大
排查 、 大清理 、 大整治的一部
分。 截至目前， 回龙观镇在账的

1163处安全及消防隐患已整改
440处， 221个出租大院完成腾退
148个， 关停取缔安全隐患较大
的南店旧货市场和金榜秀市场，
腾退清空面积共计42.38万平方
米， 从根源上减少安全隐患。

在整治中， 回龙观镇加强了
人文关怀， 帮助困难人群解决实
际困难， 开展工作前各村都先张
贴通知通告， 工作人员入户宣讲
安全的重要性；换位思考，为搬离
人群提供介绍新住处、 出车出人
帮租户搬家； 镇政府明确要求各
企业、业主要担负起主体责任，及
时退还租户的租金。 如果拒不退
还，则先由村镇进行垫付，确保租
户顺利拿到应退房租， 尽早搬离
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

11月29日， 室外温度低得让
人瑟瑟发抖。 中关村地区艾丽斯
妇科医院的护士王岩走进位于海
淀王庄路27号院的新家中， 感受
到屋内的温暖。 这间两居室干净
敞亮， 有暖气、 独立卫生间和厨
房。 而在一周前， 她还和同事住
在一个有安全隐患的房间中。

80后女孩王岩来自黑龙江 ，
来北京几年的她， 一直都从事医
护工作。 “在没搬到这里前，我住
的是医院为员工提供的宿舍。 ”王
岩所说的员工宿舍位于中关村北
一街3号， 踏上狭窄的楼梯来到3
层，只见这里已开始拆除工作。

原来， 中关村街道开展安全
隐患大排查、 大清理、 大整治行
动， 街道排查到位于中关村北一
街北口的一处楼顶违建。 该楼为
二层建筑， 检查时发现二楼楼顶
搭建了300平方米的彩钢板房 ，
分隔为18间 ， 用做员工集体宿
舍， 每间房至少能居住6人。 彩
钢板材质本身就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 加上空间狭小、人员密集、电
线混接、易燃物多等问题，极易引
发各类安全事故。对此，中关村街
道迅速与产权方等多次沟通协
调， 在商定如何妥善安置租住员
工的基础上，制定了拆违方案。

艾丽斯妇科医院后勤负责人
林先生介绍， 两年前医院租用这
里为员工宿舍， 大约有20余位员
工居住。 接到搬离通知后， 医院
相关部门开始帮员工找新宿舍。

“到中介找房源，要考虑位置
和安全问题。街道帮了不少忙，提

供租房信息， 所以很快为员工找
到新房子，一共租了8套房，提供
给20多名员工居住。 ”林先生说，
每套房子租金大约6000多元，都
是企业帮助员工支付的， 房子都
分散在单位周围， 员工上下班很
方便，而且安全上很有保障。

对于一周前搬进来的新家 ，
王岩很满意。 “现在居住环境提
高不少， 离单位也比较近， 最关
键的是更安全啦。”

“法治不可动摇、 安全必须
保障、 和谐亦要达成”， 这是中
关村街道坚持的原则， 在执法过
程中关注群众诉求， 用温暖柔化
执法的威严。

在成府路一家超市东侧有三
家五金建材店， 属于城中村遗留
自建房， 没有产权证， 每家面积

15平方米左右， 里面堆满了各种
建材设备， 要是挤进两个人转身
都困难， 这样的环境， 一旦着火
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次排查中，
这三家门店被认定为疑似散乱污
小门店， 应当予以清理。 考虑到
经营方的实际困难， 中关村街道
城管科安排了十名工作人员及一
辆货车， 协助房东和租户将其货
品清运至清河的仓库。 “早一天
清运物品 ， 就能早一天拆除违
建、 早一天消除隐患。” 中关村
街道城管科科长王建锋说。

“作为政府，一方面会态度坚
定， 有力度的做好安全隐患大排
查、大清理、大整治工作，另一方
面，也会用有温度的工作方法，尽
最大努力去解决善后问题。 ”中关
村街道办事处主任王翔宇说。

□本报记者 周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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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物流基地55家公司搬离回龙观

仁心仁术的基层医生张赛；
默默付出的好邻居杨红； 爱岗敬
业的 “铁娘子” 薛迎红……11月
30日， 顺义区仁和镇举办 “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暨2017年 ‘仁和
榜样’ 颁奖典礼”， 仁和镇13名
模范人物受表彰。

“王老师把特别枯燥的内容
讲得特别有趣， 我们都爱听她讲
的课。” 师德榜样王志伟的学生
这样说。 王志伟是仁和镇河南村
的教师 ， 她把数学课变成故事
汇， 把调皮打架的熊孩子变成考
试满分的好榜样。 对她来说最大
的回报， 就是学生对她的爱。

今年3月，仁和镇召开了加强
意识形态工作暨2017年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会， 会上与各基层单位
签订了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
要求各基层单位严格落实意识形
态责任制。 3月，仁和镇启动汇聚
“仁和榜样” 意识形态主题活动，

广泛开展理论学习、人物评选、能
量传播三个系列活动， 仁和镇深
入基层，挖掘闪耀“仁和榜样”的
身边榜样，通过入户走访、深入考
察，评选出了师德榜样、创新创业
榜样、守护神榜样、助人榜样、敬
业榜样、 公益榜样共六大类及一
名特别榜样共13名模范人物。

典礼将人物事迹展播、 现场
访谈和文艺节目融合于一体， 通
过事迹展示、 现场访谈等形式，
展现了杰出人物的感人事迹和高
尚情操。 13名先进人物的话语朴
实无华， 事迹实实在在， 感人至
深， 深深打动了现场每个人。

“人民有信仰， 国家有力量，
民族有希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
次强调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
要性。 对模范人物进行表彰， 彰
显出仁和镇在新时代最温暖向上
的美好气质。” 顺义区仁和镇相
关负责人说。

拆除违建房 街道企业帮找新家

“煤改电” 工程为城市带来
清洁便利的同时， 也让老百姓真
正享受到了用电的实惠。 近日 ，
北京城区党员服务队携手西城分
队走进西四北六条社区开展 “卫
蓝暖心” ———采暖季用电便民宣
传活动。

队员们为居民讲解电能替代
的意义、生活节电窍门，介绍掌上

电力APP、 微信电力等多种购电
途径， 并对居民们关心的煤改电
峰谷电价时段、电费政策、手机购
电、 电表余额短信通知等问题逐
一进行详细解答， 让居民能够安
心用电，舒心过冬。公司架空线入
地工程党员突击队队员还为居民
介绍了架空线入地工作的具体内
容、优势以及当前的工作进度。

顺义“仁和榜样”彰显力量

□白霖 文/摄

消防演练学安全

党员服务队入户讲安全用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