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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火焰蓝， 上街发放宣传
材料，进社区查找火灾隐患，去敬
老院送温暖， 给商户送平安……
在“三八”节来临之际，丰台消防
救援支队巾帼志愿服务队的成员
们来到敬老院看望老人， 了解了

敬老院的生活情况和老人们的身
体状况，宣传消防安全常识。

在敬老院里， 服务队队员对
电力线路全面巡视， 帮助解决敬
老院内部存在的线路故障和困
难， 更换节能灯泡、 开关、 灯座

等。 截至目前， 丰台消防救援支
队巾帼志愿服务队已连续两年在
妇女节走进敬老院。

鳏寡孤独、 留守儿童等弱势
群体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对此，丰台消防救援支队巾帼
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还以弱势群
体为重点，组织开展心灵关怀、情
感抚慰等志愿服务活动。 对于一
些行动不便的老人， 她们带着牛
奶、手推车等慰问品走进家中，为
老人查找家庭隐患的同时， 为老
人们送去温暖。

“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发自
内心的感到快乐， 会继续把这些
事情做下去。 ”丰台消防救援支队
巾帼志愿服务队队长穆慧芳说。

目前， 丰台消防救援支队巾
帼志愿服务队已经将志愿服务常
态化，在火灾隐患查找、社会面火
灾防控、 关爱老年人等弱势群体
等各个方面开展工作。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居民的事居民议， 居民的
事居民定， 位于东城区崇外街
道崇西社区的居民车位少、 停
车难的问题得以解决， 该小区
居民还成立了停车自治会。 这
对长期以来被停车问题困扰的
居民来说， 真是个利好消息。

崇西社区各楼座建成年代
久远， 长期以来一直饱受无物
业管理， 车位极少， 居住环境
混乱等疑难问题困扰。 原本该
小区只有88个占道车位， 几百
户居民和周边社会车辆时刻参
与着 “抢车位 ” 游戏 ， 为此 ，
街道综合执法队城管部门多次
约谈停车管理公司， 协助整治
周边停车秩序， 但因小区车位
缺口巨大， 整治效果并不理想。

2019年1月1日起 ， 东城区
实行停车新政后， 崇外街道办
事处第一时间开展停车需求登
记工作， 该社区共登记居民车
位需求278个。 城管执法部门积
极协调， 崇文门西大街南侧和
东打磨厂电子车位共向社区居
民开放49个优惠车位。 将崇文
门西小街划给社区居民作为停
车区域， 实行自治管理， 重新

梳理后， 规划车位101个； 同时
将小区楼北侧便道无人管理乱
停车区域一并划为自治管理区
域， 规划车位22个。 在街道办
事处、 城管执法局、 交通委等
部门的协调下， 摩方购物中心
以优惠的价格提供40个配有充
电桩的地下专用车位， 220余个
车位最大限度地缓解了小区居
民的燃眉之急。

为合理使用 、 错时共享 、
使车位利用率最大化， 经记录，
走访、 分析， 按照需求在社区
设立了A、 B、 D三种类型的停
车证： A证为居民包月停车证；
B证为计次停车证 ， 鼓励居民
子女常回家探望老人， 为他们
节约开支； D证为临时停车证，
社区优惠电子车位于崇文门西
大街 。 为加强管理 ， 办理A、
B、 D停车证的居民均需填写居
民停车自管公约 ， 如有违反 ，
取消下一年度申请自治车位资
格。 三种停车方式尽可能满足
居民各类停车需求， 同时做到
了错时停车， 保证车位最大限
度的利用， 圆满解决了社区停
车难的问题。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张冕 王天琦/摄

“没有想到， 刚到项目没几
天， 就赶上了这种好事。 过 ‘三
八’ 节， 项目给我们夫妻拍了婚
纱照。” 中建一局安装公司广东
河源项目杂工刘琴今年47岁， 贵
州人， 她和来自四川的丈夫李杰
一同来项目工作。 虽然她是第一
次拍婚纱照， 还有点害羞， 但脸
上写满了幸福。

“说实话， 在工地干了那么
多年， 第一次遇到有这么好的公
司。 老婆穿上婚纱， 我一下子觉
得她成了女神， 好漂亮。 真的很
感激， 只能用努力工作来回报。”
李杰， 是项目上的一名杂工。

和李杰、 刘琴夫妇一同拍摄
婚纱照的 ， 还有另外4对夫妇 。
在 “三八 ” 国际妇女节到来之
际， 中建一局安装公司广东河源
项目为对项目女农民工表达关
怀， 经过询问， 得知女农民工想
把婚纱照当做礼物， 于是项目请
来了专业摄影师， 给项目5对农
民工夫妻拍摄婚纱照。

“真的很感谢公司的关爱，
结婚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和
老公拍婚纱照。” 49岁的杂工石
永树和做修补工的白正发是一对
夫妻， 他们都来自贵州。 “结婚
的时候没有拍过， 总觉得心里有
些遗憾， 没有想到这次在项目上
圆了我的梦想。” 石永树告诉记
者， 她家里有一子一女， 大儿子
在贵阳上大学， 女儿还在老家念
高中， 每年两兄妹的学费和生活

开支需要4万元， 对他们来说负
担很重。

“公司让所有员工在企业发
展过程中， 充分享受企业发展带
来的利益 ， 让农民工也有归属
感。 ” 中建一局安装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沙海说，这几年公司发
展势头迅猛，2018年公司合同额
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创历史新高，
并获得国家级质量奖7项。很多项
成绩比历年都有大幅度提升。

企业发展得好， 也并没有忘
记回馈职工和农民工。 目前， 公
司每年使用的农民工数量在1.5
万到2万人之间， 公司在各项目
工地上成立了工会联合会， 农民
工均可以申请加入。

沙海表示， 公司把关爱农民
工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来抓，公
司每年春节租大巴送农民工返

乡，已经形成品牌。公司还在项目
工地上成立了职工书屋， 购买了
学习用品和书籍等供农民工阅读
提高使用。此外，各项目部还配备
了排球、足球、羽毛球、拉力器等
文体用品， 在工余时间或节假日
组织农民工开展一些小型多样的
比赛，丰富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每逢重大节日， 公司还会为
他们送猪肉、 水果、 茶叶、 绿豆
等慰问品， 让农民工感受到企业
大家庭的温暖。 值得一提的是，
公司工会牵头， 还组织了农民工
参加不同岗位的技能比赛， 锻炼
农民工的技能。 在公司总部， 公
司工会通过拔河、 猜字谜和油画
创作等活动， 以丰富全体女职工
的精神文化生活 ， 发扬团队精
神、 凝聚集体智慧， 让女性在工
作之余绽放美丽。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张然 文/摄

丰台消防巾帼服务队爱老敬老

北北京京在在行行动动
优优化化营营商商环环境境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群众来评判

3月7日，在石景山区企业开
办大厅，入门处的自助式终端机
吸引前来办事的群众争相体验。
群众只需动动手指，就可轻松地
将自己的办事体验和对前台工
作人员服务的评价写入终端机。

为了解办事群众对营商环
境措施落实效果的评价，不断改
进政府服务企业水平，石景山企
业开办大厅建立政务服务“好差
评”机制，制作了企业服务满意
度评价终端机，昨天正式开放。

在这台主要用于搜集群众
对政府满意度评价的机器上，点
击“开始”即可手写输入评语。终
端机采取匿名评价的方式，如实
记录来自群众的评语，并将评议
结果纳入干部廉政监督和绩效
考核参考范围。群众除评价“好”
“较好”和“差”外，还可以将最真
实、最直观的办事体验及对工作
人员的个性化评价记下来。 同
时，终端机也搜集群众对石景山
区优化营商环境等政务服务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相关部门再有
针对性地开展督查和整改。

2018年5月， 石景山区企业
开办大厅就聘请了“优化营商环
境特约宣传员”和“优化营商环
境特约监督员”， 为政府特约监
督机制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此次推出政务服务‘好差评’机
制， 开通企业服务满意评价，目

的就是要将政府部门的改革和
服务工作置于群众的眼皮底下，
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评
价，从而督促我们将各项政策落
到地上、落得更实。”石景山工商
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终端机上，群众可以就工
作规范、工作作风、工作廉洁3个
大类，开展多达20余项评价。 除
了企业开办大厅各类办事服务
评价外，还包括“工作人员是否
以暗示、诱导等方式，意欲‘吃拿
卡要’的问题”等党风政风问题，
也可以手动写下其他意见和建
议，帮助政府改进和强化服务。

近日，石景山区企业开办大
厅推出了 “全程网上办理制、首
问需求引导制、 帮办服务自助
制、部门即审即核制、社会监督
评议制”5项工作标准，这台终端
机就是“社会监督评议制”的具
体落实措施。 同时，大厅还推出
了“复合帮办制、服务承诺制、政
务公示制、即时办结制、责任追
究制”5项管理制度，其中“责任
追究制”将充分结合这台终端机
搜集到的群众评价和意见。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崇西社区探索“停车共享”

企业开办大厅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

昨天， 记者在玉泉营创意花
艺空间看到， 几乎每家花艺店的
花艺师们都在忙着扎花束。 据花
艺师介绍， 与往年不同， 今年线
上订单比线下多出30%左右， 各
商家在线上都推出了促销活动吸
引消费者。 作为节日必备， 今年
“三八” 节前鲜花的价格一路飙
升， 康乃馨、 玫瑰、 百合、 向日
葵这些抢手品种， 价格浮动达到
平时的3倍。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女神节”忙坏花艺师

工地上的婚纱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