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区区物物业业
服务管理调研

地锁清了，道路宽了，“地儿”
有了， 如何利用清锁释放的空间
缓解小区“停车难”问题，成为海
淀北太平庄学院南路32号院居民
新的关注点。 海淀区北太平庄街
道在全市率先启动 “清锁行动”，
经多轮整治实现了辖区违规地锁
全面动态清零。

对症下药 实施“畅心”工程

记者6月11日从北太平庄街
道了解到 ， 该街道制定了实施
“畅心” 工程， 兜底线， 补短板，
强弱项， 分类引导不同类型的老
旧小区提升停车管理服务： 针对
无物业管理的社区， 引入准物业
管理公司； 物业管理公司、 产权
单位停车管理不到位的社区， 引
入专业停车管理公司； 混合型社
区 （部分楼房有物业、 部分楼房
无物业） 通过发挥党建协调委员
会、 居民议事协商会和街区责任
规划师作用， 形成物业公司、 产
权单位、 居民共治模式。

据了解， 北太平庄街道的老
旧小区普遍存在产权复杂管理
难、 设施薄弱环境差、 养护难等
问题， 学院南路32号院社区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 该社区建成时停
车位没有标准化的物业管理， 停
车资源严重不足 ， 停车秩序混
乱。 “清锁行动” 后， 街道出资
聘请了第三方准物业管理公司，
解决 “停车难” 问题。 准物业管
理公司进驻后， 首先对小区空间
进行了再规划， 用白色实线划出
停车位 ， 黄色实线标注出禁停
区。 安排人员日常巡查， 配合街
道城管执法队， 对待违规地锁发
现一处拆除一处。 此外， 加快智
慧停车系统建设， 将车辆信息录
入信息管理平台， 形成线上线下
共治合力。 目前， 准物业管理公
司已根据现有车位数和登记的车
位需求情况， 对 “五证合一” 的
住户发放了停车证。 根据剩余车
位数， 对 “四证合一” 的住户采
取摇号方式配发停车证。 过渡期
内 ， 准物业管理公司不收取费
用。 学院南路32号院社区试点开

展准物业停车管理后， 小区停车
秩序步步向好， 居民赞誉有加。

整合资源 解决停车难问题

西直门北大街43号院小区为
产权单位自管型物业 ，“清锁行
动”后同样面临管理难题。北太平
庄街道积极协调小区物业和产权
方， 最终引进了专业停车管理公
司。 该小区停车场原来基本能够
满足住户停车需求， 但由于临近
西直门桥等重要交通枢纽， 日常
停车管理不到位， 外来车辆进入
抢占停车资源， 导致私装地锁乱
象丛生。停车管理公司进驻后，首
先配合街道城管队清理了外来车
辆和固定车位内停靠的非机动车
辆，进一步释放停车资源。 同时，
安排管理人员、车辆引导员、门岗
等人员负责日常停车管理。 开展
小区车辆信息登记， 为 “五证合
一”的住户发放临时停车证。临时
停车证发放原则是首先满足一户
一车需求；如有剩余车位，将为小
区业主安排第二辆车停车位；在
车位充足的情况下， 再考虑租户
的车位需求。截至目前，西直门北
大街43号院小区已登记在册的
“五证合一”车辆共220辆，小区内
现有停车资源基本能够满足居民
停车需求。过渡期间，车场不收取
任何费用。待收取费用后，车场将
进行智慧化管理。

优化资源 巩固 “清锁
行动”整治成果

北太平庄街道负责人表示，
地锁扰民是市民热线集中反映的
突出问题， 前期 “清锁行动” 高
效回应了群众呼声， 取得了阶段
性胜利。 为了巩固整治成果， 街
道跟进启动停车管理 “畅心” 工
程， 以学院南路32号院社区和西
直门北大街43号院小区为试点，
探索党建引领 “街道吹哨， 部门
报到” 工作机制向物业服务单位
延伸， 强化街道对物业服务单位
的监督管理， 妥善解决老旧小区
失管问题。 街道在优化停车资源
基础上， 还将促增量发展， 利用
街道拆违腾退的空间， 增加车位
供给， 合理满足居民停车需求。
选定文慧园南路南口、 西兆路东
侧、 蓟门里北商业楼北侧三处建
设立体停车场， 目前已完成前期
方案设计、 民意调查及周边调研
工作。 计划在联慧路等10条道路
上开展路侧居住型停车管理工
作， 预计可施划居住型停车位约
363个， 优先供给老旧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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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北太平庄启动停车管理“畅心”工程

房山推动绿色转型发展

对症下药 缺啥补啥

党建+公益 温暖送爱心

石景山消防邀请萌童学消防知识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怀柔120医务人员陡峭山区救患者

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 不
少市民游客来到房山， 畅游青山
绿水之间， 享受美好生活。 据统
计 ， 假期接待游客37.8万人次 ，
同比增长3.7%。 市民游客能够畅
游山水， 尽情呼吸， 这一切都离
不开 “蓝天保卫战”。 6月11日，
记者从房山区生态环境局获悉，
由于近年来房山区生态环境局等
部门进一步加大 “两散” 治理、
柴油车管控、 扬尘治理力度。 今
年5月份以来 ， 房山区PM2.5浓
度为31微克/立方米， 达到国家
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是有监测记
录以来的历史新低。 浓度同比降
低22微克/立方米， 降幅达到了
41.5%， 空气质量改善明显。

近年来， 房山抓住城南行动
计划和生态涵养区绿色发展机
遇， 提高综合承载能力， 加强生
态环境建设， 推动高质量发展，

区域生态环境不断提升， 成为北
京市民和全国游客的旅游目的
地。 依靠良好的生态环境， 当地
百姓发展民俗游 ， 吃上了旅游
饭， 收入不断增加， 生动践行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绿
色发展理念。

十渡是房山著名的景区。 每
年都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游
玩。端午假期北京气温较高，十渡
景区山清水秀、清凉宜人，因此格
外火爆。从一渡到十渡，拒马河沿
线，亲水纳凉的游客随处可见。在
长沟湿地公园里，芦苇荡漾、睡莲
盛开，游人或临水赏景，或荡舟水
面，尽享夏日清凉。

这一切与房山区绿色转型发
展分不开。 俗话说， 靠山吃山。
曾经的房山以煤炭、 建材等资源
型产业为主， 当时的路上、 房顶
上 、 树上 ， 无处不是灰色 、 黑

色。 如今， 房山改变发展思路，
重新定义了 “靠山吃山 ” 。 据
了解， 房山区建设国家生态保护
和建设示范区， 坚持生态立区、
绿色发展， 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
突出位置。 抓好生态涵养区各项
任务落实， 抓好绿廊建设和生态
修复。

在开展的 “蓝天保卫战 ”
中， 房山区狠抓区域内生态环境
建设， 全区生态环境不断向好。
房山区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积极落
实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要求， 在碧
水攻坚战上， 通过查、 测 、 溯、
治 、 惩 、 管综合施策 ， 对拒马
河、 大石河、 小清河流域全面摸
排建账， 严防企业偷排。 截至5
月底， 拒马河张坊大桥断面稳定
达到 II类水体标准 ； 大石河码
头、 小清河八间房断面达到V类
水体标准。

PM2.5浓度创新低 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近日， 由首都文明办主办
的冬奥故事分享会走进西城区
什刹海街道。 活动首次邀请残
障人士参加， 并配备手语主持
人。 残奥会冠军刘玉坤、 北京
榜样郎恩鸽分别讲述自身的成
长经历， 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
冰雪运动中来。

刘玉坤因意外失去双脚 ，
通过顽强拼搏， 在国内外重大
比赛中得过22枚金牌，6次打破
世界纪录。 北京榜样郎恩鸽分
享了自己与冬奥结缘的故事 。
他从一个农民羊倌成为世界级
滑雪教练； 他组织成立农民滑
雪队，走进学校普及冰雪知识，

累计培训达5000多人次。 此外，
著名书法家郭宝庆、 京味民俗
画家杨信等知名学者也和现场
观众畅谈奥运往事。

听力障碍的观众来自西城
区什刹海冰蹴球队， 在手语主
持人的翻译下，他们不仅“听懂
了”感人的冬奥故事，还用手语
表达自己助力冬奥的决心。 首
都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冬
奥故事分享会将会同市委讲师
团持续开展下去， 不仅要讲好
冬奥故事， 还要将北京人最美
的微笑展现在冬奥会、 冬残奥
会赛场上， 呼吁更多市民加入
到助力冬奥的队伍中来。

冬奥故事分享会走进什刹海

近日， 中建二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带着共计8万余元的爱
心物资来到西安市周至县尚村镇新范小学开展 “爱与饰界童行”
主题党日活动。 此次活动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主题， 是该
公司党委继2013年开始， 连续第7年开展的爱心公益活动。 公司党
委先后前往陕西、 云南、 四川、 黑龙江、 贵州、 山东、 北京等地，
为留守儿童、 农民工兄弟、 少数民族同胞、 聋哑儿童、 孤寡老人、
职业康复中心的残疾人朋友、 一线环卫工人送去温暖与关爱。

本报记者 马超 摄影报道

近日， 石景山消防支队银
河中队邀请辖区幼儿园小朋友
到队参观学习。 此次参观培训
共分为车辆器材参观、 灭火器
的操作使用、 叠军被、 日常训
练科日展示等环节。

活动中， 消防宣传员带领
师生家长们参观了中队备防车
辆。 宣传员详细讲解了器材的
功能、用途以及性能参数，面对
小朋友们提出的问题， 宣传员
一一进行解答。 随后，中队指战
员利用模拟电子灭火器向小朋
友们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
并组织小朋友及家长们亲手操
作，切实掌握初纸火灾灭技能。

中队指战员还为小朋友们展示
了叠军被， 折被、 抠角、 捏线
一气呵成。 面对消防员叔叔整
洁有序的内务， 小朋友们纷纷
发出赞叹。 参观结束后， 中队
指战员为小朋友们展示了绳索
攀爬， 看到消防员叔叔精湛的
业务技能， 小朋友们不禁拍手
叫好。

石景山消防支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 通过此次消防知识培
训 ， 切实提高了幼儿园师生
的防火自救能力， 大大降低了
辖区内火灾发生率， 为辖区保
持高度稳定的态势奠定了坚实
基础。

“喂， 我是云梦仙境景区
的工作人员， 这有人在下山的
途中腿部骨折 ， 请赶快来救
援。” 近日， 怀柔区琉璃庙120
急救站人员接到求救电话， 迅
速赶往现场进行救援。

由于天气炎热， 患者受伤
地点较高 ， 而且山路崎岖陡
峭 ， 120急救人员联系患者家
属了解受伤情况， “你们快将
患者挪到阴凉处 ， 别中暑 。 ”
120急救人员同时拨打了火警
请求山地救援， 在景区工作人

员的带领下， 他们向患者所在
地前进。

救援途中多为山间小路 ，
狭窄不平， 一不小心很容易摔
倒受伤。 急救人员经过一个多
小时的攀爬终于与患者会合 。
经过检查发现， 患者左下肢胫
腓骨骨折， 救援人员随即为患
者紧急包扎固定 。 后来120急
救人员、 消防队员及景区工作
人员三方共同努力， 把患者抬
往山下， 迅速送往怀柔医院救
治， 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