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区区物物业业
服务管理调研

近日， 紫竹院公园联合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学区推出一本书
《踏访紫竹院公园》， 开启一堂 “公园里的科普文化课堂”。 4月23日
是世界读书日， 紫竹院公园暨 《踏访紫竹院公园》 这本书的发布与
公园科普品牌创建活动的正式启动， 也拉开了 “2019紫竹院公园读
书月” 的序幕， 从4月20日起将陆续在公园正门前和公园文创商店
开展与阅读相关的文化活动。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精诚第四届幼儿环球嘉年华上周末在精诚实验幼儿园育慧里园
举行， 上千名家长带着孩子参加活动， 感受东西方文化的魅力。 为
了迎接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的到来， 本届嘉年华分为 “蓝蚂蚁” 二
手置换公益区、 精诚环保小达人区和异国文化亲子互动体验三大主
题区， 孩子们手持 “梦想护照”， 通过各种游戏项目不出国门就
“畅游” 世界， 并在活动中了解志愿环保知识， 认识到保护环境的
重要性。 本报记者 任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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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在位于朝阳区东湖街道利泽
西园一区的中心花园中， 不少居
民带着小孩正在休憩、 玩耍。 整
齐的草坪、 干净的座椅、 别致的
长廊……对于眼前的场景， 已经
居住了18年的居民逯女士很感
慨： “两年前这个中心花园还是
‘脏乱差’。 现在小区发生着翻天
覆地的改变。”

记者了解到， 这些巨大的变
化要得益于东湖街道推出的 “好
管家” 社区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
不 仅 提 升 了 社 区 物 业 服 务 水
平， 也破解了不少社区在治理中
遇到的难题。

东湖 “好管家” 是东湖街道
从2015年开始 ， 结合 “朝阳物
业” （法治物业、 智慧物业、 品
牌物业） 的总体思路， 通过党建
统领， 政府主导， 借力物业行业

专家、 法律资源和科技手段， 将
小区居民业主、 业委会、 物业公
司各利益主体共同纳入小区治理
平台， 运用18项机制进行双向引
导规范， 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化
解物业矛盾纠纷， 实现共建共治
共享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

“好管家” 推行过程中， 相
关部门引导业主树立权责对等意
识 ， 培育公正公道的业主带头
人。 比如， 利泽西园一区从2679
个业主到41个业主议事代表， 经
社区党委两年筛选、 培育出的由
5人组成的业主委员会， 在社区
党委的政治引领下， 已经成为小
区治理的优秀带头人， 进而带领
小区业主解聘 “僵尸物业”， 选
聘新物业。 2017年8月， 在市住
建委和朝阳房管局的指导下， 东
湖街道上京家园1890户的大型小

区通过 “北京业主” APP线上表
决投票， 成功选举产生业主委员
会， 也成为全市首个采取线上决
策选举业委会的小区。

据了解， 东湖 “好管家” 模
式给各小区服务管理带来了一系
列变化。 妥善处理了涉及物业 、
业委会纠纷投诉200余起， 重点
信访事项10余项， 涉复议、 涉诉
问题4项， 涉物业纠纷化解率达
到 95% 。 监督物业规范使用公
共维修基金， 解决涉大额维修纠
纷7次。

□本报记者 盛丽

近日， 第七届北京农业嘉年
华主题日暨2019年昌平区科协科
普之春系列活动在昌平区草莓
博览园东广场举行。活动以“新时
代、新科普、服务乡村振兴”为主
题，包括启动仪式、节目展演、科
普宣传和科普互动四个板块。

主题日当天， 还举办了 “金
长城杯小魔星魔术比赛暨全国擂
台赛”。

第七届北京农业嘉年华历时
58天 ， 包括 “三馆三园一谷一
线” 八大板块 ， 安排了200余项
互动体验活动， 向游客展现了都
市现代农业的无穷魅力。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周世杰/摄

四大板块扮靓北京农业嘉年华主题日

东湖“好管家”模式 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中科院肿瘤医院举办肿瘤宣传周义诊
□本报记者 唐诗

平谷打造“农业中关村”
今年4月15日至21日是第25

个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4
月20日，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举行了百名专家现场义
诊活动。

上午8点30分， 义诊正式启
动。 医院门诊楼前， 患者自觉
排成队列向专家问诊。 由各科
主任亲自率队、 正副主任医师
组成的百名专家团队， 为患者
和家属进行现场咨询。 专家们
听取咨询者的病史， 细致分析
检查结果， 为患者提供专业的
诊断和治疗建议， 同时解答患

者提出的各种问题。
义诊专家分为头颈组、脑肿

瘤组、乳腺组、妇瘤组、肝胆组、
胰胃组、结直肠组、肺癌组、食管
癌组、淋巴瘤组、止痛、姑息组、
泌尿组、骨软组、中医组、防癌咨
询、医保咨询、抗肿瘤新药临床
实验等。今年首次增加了多学科
MDT咨询。

同时 ， 肿 瘤 防 治 宣 传 周
期 间 ， 医院将开展八场健康
大讲堂， 全部场次与媒体合作
进行录制直播 ， 使更多患者
受益。

□本报记者 盛丽

救人小伙儿孟恩辉被认定见义勇为

在望京北小河因勇救落水
女孩而不幸遇难的29岁河南小
伙孟恩辉， 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牺牲人员。 4月18日， 北京市民
政部门为孟恩辉的父母发放了
一次性奖励金67990元， 未来还
将通过区民政局发放褒扬金
543920元， 共计611910元。

4月12日， 被救女孩郝女士
因跟同事发生口角 ， 翻栏杆
进 入望京北小河河边蹲着哭 。
看到此情景的孟恩辉对其进
行劝说， 女孩起身时踩到岸边
湿滑的苔藓掉落水中。 孟恩辉

见状跳入水中全力将女孩推向
岸边， 终于在岸边一对夫妇的
帮助下把女孩救上了岸， 但孟
恩辉却因体力不支再也没有
上来。

得知消息后， 朝阳区民政
局与事发地东湖街道和公安部
门进行联系， 了解核实相关信
息， 并迅速启动见义勇为行为
确认紧急工作预案， 开通见义
勇为确认绿色通道。 根据 《北
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
条例》， 认定孟恩辉救人行为属
于见义勇为行为。

科协科普之春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幼儿园举办环球嘉年华迎接地球日

记者4月21日从平谷区农业
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媒体座谈会
上获悉， 今年， 平谷区委、 区政
府围绕科技创新、 三农发展、 园
区建设、 产业提升等重点工作，
确定了2019年度的六大类、 65项
具体工作任务， 全面启动农业科
技创新示范区建设， 打造北京农
业 “中关村 ” .示范区核心区位
于平谷区峪口镇中心区， 总面积
约1.725万亩 ， 其中1394亩建设
用地已列入中关村平谷园范围。

引入国内外科研机构研
发转化成果

在聚集国内外一流农业科研
机构任务方面， 平谷明确提出了
搭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平台和成果转化平台。

赵春江院士平谷工作站2018
年9月6日成立以来， 院士团队以
信息化、 智能化为杠杆， 将人工
智能、 大数据、 物联网、 移动互
联网等技术与平谷大桃、 蛋种鸡
等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应用 。 其
中， 针对平谷从事大桃产业的果
农懂技术、 懂管理的人才缺乏，

遇到问题找不到专家， 往往错过
最好的管理时机， 造成产量或品
质上的损失等问题， 开展大桃智
能语音问答服务机器人、 大桃园
区智能导览系统的研发。

北京科技大学平谷生物农业
研究院 “生物农业科学试验基
地”和“大学生实习就业基地”目
前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首期批复
试验用地85亩， 主要用于研究院
的农作物（玉米、小麦、高粱）杂交
育种、杂交制种、杂种优势测试等
农业科学试验。

吸引国内著名涉农企业
洽谈合作运行

平谷区与首农食品集团共同
成立了首农平谷农科创投资公
司， 作为未来园区建设的主要开
发和运营的平台公司， 目前已正
式启动运营。 双方就农业科技示
范、 共同建设现代种业中心、 技
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等10余个项目
落地进行深入对接分工落实。

今年2月19日， 中国企业500
强的新希望集团常务副总裁、 首
席运营官李建雄带队， 一行13人

到平谷区对接合作事宜。 经过多
轮对接、 实地踏勘， 初步确定了
17项合作事项。

此外， 新希望集团还计划在
平谷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园项
目。 拟建设新希望养猪、信息、饲
料、食品、禽类等五大研究院以及
新希望大学， 并结合已在平谷投
资的现有其他企业， 建成科研基
地包含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
和重点实验室、培训基地、双创孵
化基地、产学研合作基地。

区农业农村局作为牵头部
门， 还推进建设一二三产联动的
科技型美好田园综合体任务。 截
至目前， 已初步确定两个田园综
合体建设目标， 一是重点推进金
海湖镇茅山后村佛见喜梨产业项
目， 组建农业科技股份制公司带
动村民致富， 开发民宿旅游、 观
光采摘等附加价值， 打造东部地
区田园综合体； 二是发掘峪口镇
西营村 “三位一体” 产业发展模
式， 重点在村庄美化、 产业提升
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将两个村落
打造成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 治理有效 、 生活富
裕” 的乡村振兴典范。

今年确定65项任务 加速农业科技创新

紫竹院公园读书月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