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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文 邱勇/摄

小区里干净整洁、 车辆摆放
有序、 路灯改造到位……尝到甜
头的南海家园六里居民梁春梅成
了今年交物业费最积极的业主之
一， “出一点物业费， 小区面貌
大变样！ 家中报修10分钟就有物
业专员上门， 方便又快捷。 这样
的物业服务， 值！”

在大兴区瀛海镇， 探索出了
党建引领下的“红色物业”，正是
这一回迁社区管理的新引擎 ，破
解了社区物业管理难题 ，2019年
初始，刚刚结束的物业收费工作，
全镇回迁社区物业费收缴率达到
100%，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

瀛海镇回迁社区居民回迁已
有五六个年头， 小区存在着设施
老化、 绿化不足、 停车混乱等难
题。 物业服务意识不够， 相互推
诿， 社区管不动， 致使居民意见
很大。 针对社区的实际情况， 瀛
海镇邀党员代表、 群众抛观点、
说想法， 征求到安全防控、 社会

秩序整治、 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
环境整治等4大类意见18项需求。

“必须从源头上下手， 把党
建融入物业之中， 党支部领导回
迁社区物业管理服务， 发挥党的
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 ， 让
‘红色’ 贯彻物业管理始终。” 瀛
海镇组织部长李小凯介绍， 实施
“红色物业” 的第一步， 就是牵
住党建 “牛鼻子”， 将各社区物
业项目部纳入社区党支部、 居委
会管理范围， 将原有的物业项目
经理纳入社区居委会主任管理之
中， 物业项目经理担任本社区居
委会副主任， 社区物业受党支部
监督， 服从党支部管理。 这一制
度在瀛海镇南海家园和瀛海家园
10个回迁社区实现了全覆盖。

提及改革， 鹿海园五里社区
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龚文习
深有感触， “过去的单打独斗变
成了合力攻坚， 问题的解决容易
了许多。”

以前， 小区出现跑水情况联
系物业， 一准儿是相互推诿， 而
现在接到居民反映后， 党支部 、
物业总部、 项目经理要求明确，
物业专员10分钟内必须到达现场
给予回复。 尚志益民物业管理中
心党支部书记韩文才介绍， 不仅
公共区域由物业来负责， 业主家
里需要维修也是“二话不说”。 物
业公司制定了31项免费上门维修
项目，并确立绩效考核制度，每次
服务后邀请居民为服务打分。

改革后 ， 物业空间也进行
“瘦身健体”。 在瀛海镇南海家园
三里， 腾退后的物业空间成了全
新的党群议事厅。 南海家园三里
党支部书记孙振锋介绍， 在小区
建绿透绿、 改造路灯期间， 社区
还多次召开议事会， 让居民代表
参与方案修订、 修缮过程监督。

目前，瀛海镇已在5个社区的
物业腾退空间建立了社区服务
站、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档案室
等。 2019年，瀛海镇将在南海家园
一里建立文体活动室， 在南海家
园四里建立图书室 ，1000余平方
米的腾退空间将得到有效利用。

“回迁社区治理是全面城市
化健康城镇化给我们出的考卷，
镇党委统筹协调，深化改革，探索
回迁社区治理模式的实践就是我
们应考的答卷。 物业费收费率就
是老百姓给我们打出的分数。 ”瀛
海镇党委书记张华说，下一步，瀛
海镇还将努力在回迁社区打造
“不见面服务”， 居民只需在掌上
点一点，“红色管家” 就会立刻上
门，为居民提供悉心服务。

1月25日，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志愿促共治 文明助 ‘回天’”主
题活动启动，呼吁生活工作在“回
天” 地区的社会各界和居民群众
主动参与，积极行动起来，人人争
当志愿者，人人争当文明践行者，
优化提升回天地区的公共环境、
公共秩序和公共服务， 共同打造
美好幸福家园。

启动仪式上，曲艺名家为“回
天”地区百姓带来了京剧选段《红
灯记》、 河北梆子选段 《三娘教
子》，当地居民还上演了自导自演
的广场舞表演 《礼让斑马线》，书
法家则现场泼墨挥毫， 将喜庆的

春联、“福”字送到居民手中。活动
还为“回天”地区文明小区、文明
家庭代表授牌，并向“回天”地区
先进代表赠送春节文明吉祥包。

在公交站台做了10年文明引
导员的龙华园社区居民马金敏
说， 活动给自己和志愿团队带来
了很大的信心， 有了社会的关注
支持， 将会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到
文明创建当中。

记者了解到，“志愿促共治，
文明助‘回天’”活动启动后，将为
“回天”地区文化文明发展带来全
方位的提升，结合“‘回天’有我”
志愿服务活动，将定期开展线上、

线下服务， 搭建群众乐于参与的
活动平台。 通过“北京榜样”“‘回
天’好人”等平台遴选“回天”地区
的好人好事， 带动地区居民以实
际行动践行榜样精神。

今年本市还将在“回天”地区
安排167场公益惠民演出，包括60
场百姓周末大舞台，107场 “星火
工程”演出，第六届“北京曲剧艺
术节”也将走进“回天”地区演出
10场。 相关部门将进一步配齐建
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力争今年3
月完成“北新书屋”24小时无人值
守书店建设， 分期分批开设社区
书店和特色书店。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剪窗花、写春联、做面人、
画年画、听故事、猜灯谜……这
丰富的活动不仅把过去的 ‘庙
会’送进了社区，也把‘非物质文
化’大集办进了社区。”葱店社区
居民马淑兰高兴地说。 1月25日
至26日，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举
办第二届“微庙会”，16家老字号
企业提供食品、服装、文玩等地
道“年货”，各种互动活动涵盖了
老中青幼各年龄段的群众。

活动相关负责人王玉梅说，
2018年首届微庙会就大受欢迎，
有2000余人次居民来参加 。 今
年街道提前谋划， 迎新春活动
更加多彩多样， 将在 “微庙会”
前后相继开展社区新春联欢会、
“年货大集”、 自制团圆饭等20
余场活动。 为让更多上班族参
与其中， 街道还特意将 “微庙
会” “年货大集” 的举办时间
定在休息日。

1月27日， 玉渊潭公园2019
年春节环境布置和文化活动聚焦
“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 主题准
备完毕 。 活动围绕 “我们的节
日” 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从环境
布置、 展览展示、 文化传承、 年
宵花卉 、 文创联展五大板块入
手 ， 突出体现年景 、 年味 、 年
花、 年饭、 年俗， 展现百姓在公
园 欢 欢 喜 喜 过 大 年 的 浓 郁 文
化氛围。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逛年景 忆年俗

大兴瀛海探索“红色物业”新模式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于兰

“春节我们一家三口都能去
逛庙会了，工会为我们想的真周
到。 ”1月25日，是北京市总工会
为全市工会会员送出30万张庙
会门票抢领的第一天，在西城区
德胜地区工作的职工刘海青，早
8点前就在街道工会站领到庙会
门票。 据悉，今年该服务站将接
待1408名会员领取4224张庙会
票，与去年持平。

此次“2019年工会会员免费
逛庙会” 是全市工会会员1月14
日通过12351网站、热线或者“北
京工会 12351”APP预订的庙会
通用门票，仅限指定的北京凤凰
岭自然风景公园、北京石景山游
乐园、北京朝阳公园、北京八大

处公园和通州运河文化广场五
家公园庙会使用。每张工会会员
互助服务卡限预订一次，最多可
预订3张门票。

为做好今年庙会票发放工
作， 德胜街道工会服务站工作
人员提前到岗 ， 准备好杯子 、
热水， 还特意摆放了新年吉祥
物。 会员一进门， 刷卡、 扫描、
核实、 签字， 四个工位同时领
取门票。 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
陈洪祥还为前来领票的会员送
上新年吉祥物。 “希望能让职
工会员感到工会是职工温暖的
家。 我们要把好事做好、 实事
办实， 让大家带上满满的祝福
过个好年。” 陈洪祥说。

“志愿促共治，文明助‘回天’”活动启动

1月26日， 北京友谊医院通
州院区的门急诊楼一层大厅 ，
“立足通州 创新发展 提升服务
守护健康” 主题大型义诊送福
活动如约开展。

来自医院13个科室的18名
医护人员参与义诊， 为百姓答
疑释惑、 测量血压、 发放健康
宣传册。 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
著名放射科专家王振常亲自坐
诊， 骨科中心副主任杨雍还特
意带来脊柱模型， 方便为患者
讲解。

一位刚参加完义诊咨询的
赵女士表示， 自己家就住在对

面小区， 以前周边没有三甲医
院， 友谊医院的到来给自己和
周边的居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希望以后可以多多举办类似的
惠民活动。

近三个小时的义诊咨询活
动中， 专家们提供免费问诊和
健康咨询582人次 ， 测量血压
267人次， 发放宣传材料420份。
同时， 在门急诊楼一层大厅的
另一侧， 来自西城区政协的11
位书画家和2位北京友谊医院职
工一起， 现场挥毫， 绘制国画、
春联近百副 ， 现场发放福字
1000余个。

近日，首都文明办联合市公
安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
康委等单位主办 “安全伴我行
文明养犬”网络直播活动。

活动围绕 “心系萌宠 绳系
手中”“安全寄养 安心回家”“智
巧驯养 巧支妙招”等热度话题，

通过视频、图文等案例素材普及
依法文明养犬、日常疾病预防等
相关知识。活动设置嘉宾与观众
互动、 专家巧支妙招等内容，并
通过视频平台播发 “文明养犬”
公益小短片， 普及文明养犬知
识，征集养犬文明公约。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庙会”在身边 欢喜迎新年

□本报记者 唐诗

□本报记者 盛丽

网络直播宣传文明养犬

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为居民义诊送福

德胜职工抢领春节庙会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