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在唐山大地震43周年
之际， 来自中建二局的老中青三
代党员一同从北京前往英雄之城
唐山， 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

三代党员齐聚一堂， 重温了
中建二局支援唐山抗震救灾和恢
复重建的光辉历程， 5位老党员
以 “口述历史” 的形式回顾了亲
身参与新中国军工建设、 三线建
设、 深圳特区建设和其他重大工
程建设的峥嵘岁月， 从员工衣食
住行和工程建设模式的变化共话

入党初心和新中国成立70年的沧
桑巨变。 座谈结束后， 三代党员
集体前往唐山抗震纪念馆和遗址
公园， 感受43年那场山崩地裂的
灾难所带来的家国之殇， 并在刻
有24万罹难者名录的纪念墙前献
花、 默哀、 致敬， 新入党同志在
老党员的领誓下进行了庄严的入
党宣誓仪式。

据了解， 唐山大地震共造成
中建二局537名职工和家属遇难。
地震后的中建二局员工化悲痛为
力量， 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 整

建制搬迁驰援唐山， 先后建成了
约占唐山新建民用建筑总面积十
分之一的13个居民住宅小区， 相
继完成了陡河发电厂、 唐山机车
车辆厂、 陶瓷厂、 华新纺织厂等
一批大中型工厂的新建、 复建、
扩建任务。

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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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推进“吹哨报到”“接诉即办”

办办实实事事解解难难事事 服服务务群群众众““最最后后一一公公里里””

□本报记者 马超

□本报记者 唐诗

中建二局老中青三代党员唐山话初心

□本报记者 赵思远

燃气三分公司党员文明监督员上岗

“居民哨声一响， 街道接诉
即办”， 这是延庆区老百姓对社
区街道工作的评价。 自全市街道
工作会召开以来， 延庆区以首善
标准努力建设文明街道、 活力街
道、 宜居街道、 平安街道。 区内
3个街道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为
抓手， 聚焦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
里 ”， 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
满意度。

“接诉即办” 解决居民
“心头之患”

日前， 延庆区儒林街道儒林
苑社区接到街道城市指挥分中心
派单， 有居民反映社区2、 3号楼
之间长期停放一辆落满尘土的黄
色QQ小轿车， 使社区原本就不

富裕的车位更为紧张。 接单后，
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赶往现场核实
确认情况。 最终在城管执法队和
社区的共同劝说下， 僵尸车被清
走， 解决了居民 “心头之患”。

据儒林街道城市指挥分中心
负责人侯莹介绍 ， 为切实做好
“接诉即办” 工作， 儒林街道聚
焦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 “哨
声源”， 在实施 “入户发放应急
维修微名片” “每日做好民情微
记录” “开展民生小事微服务”
和 “建立志愿服务微积分 ” 的
“四微” 工作法的同时， 创新推
出 “四派单” 工作法， 把居民的
需求以 “点单” 的方式直接派发
到包居领导 、 社区 、 科室和物
业， 省去中间环节， 直击 “接诉
即办” 工作中遇到的难点痛点。

据统计， 自4月份实施 “四派单”
工作法以来， 儒林街道 “接诉即
办” 问题解决率迅速增长21.9%，
解决力度也大幅提高。

“接诉即办” 明确 “报
到” 部门及职责

香水园街道则根据自身特
点， 进一步织密做实社区网格，
实现组织服务双覆盖， 将 “吹哨
报到 ” 再深化服务送到 “家门
口 ” 。 同时 ， 香水园街道还变
“吹哨报到” 为社区常驻， 任命
延庆派出所12名党员社区民警分
别兼任街道12个社区党组织副书
记， 实现党务工作、 警务工作和
社区日常工作在组织上的有机统
一。

在加强党建引领、 强化基层
党员党组织作用方面， 百泉街道
与香水园街道不谋而和。 在 “接
诉即办” “吹哨报到” 工作中，
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 组织全
体党员参与 ， 实现了件件有人
批、 事事有人管的工作态势。

据了解， 为进一步加强新时
代街道工作， 延庆区专门印发文
件， 明确了街道的职能定位、 主
要职责和111项工作职责， 明确
“报到” 部门及职责， 为 “街乡
吹哨、 部门报到” 工作提供政策
依据， 落实了街道赋权工作， 保
障街道对各职能派出机构充分行
使统筹管理和指挥调度权。

居民的诉求得到解决， 离不
开部门的及时响应。 作为在 “街
乡吹哨 、 部门报到 ” 工作中的

“中流砥柱”， 延庆区城市管理委
在116条背街小巷共设置街巷长
99名， 覆盖11个街乡镇， 街巷长
均为街乡镇科级以上干部。 每位
街巷长都配备手持终端， 将巡查
工作与网格化相结合， 每日对所
分管街巷开展巡查， 及时协调解
决环境问题。

为了辅助街长、 巷长开展日
常工作， 延庆区本着就近就便原
则， 面向群众、 党员干部在7个
街乡镇招募 “小巷管家” 360名，
与街巷长共同参与 “家门口” 的
街巷环境治理， 主动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 成为行政管理力量、 社
会专业力量的有效补充。

近日， 北京市燃气集团第三
分公司综合服务四所党员文明监
督员正式上岗。 党支部以 “一人
多岗、 一岗多人” 为原则， 遵循
“外线运行分片化、 户内巡检集
中化” 的工作模式， 组织党员以
各服务中心为单位， 认领片区内
“文明监督员”， 并引导他们在生
产经营中扮演好 “双重角色”。

“小董， 你桌子上的卡通水
杯收一下。” “一层大门入口处
有杂物需要清理。” 党员文明监
督员一上岗立刻就投入到工作状
态。 窗口是企业的 “脸面”， 是
赢得用户认可的重要筹码， 为了
打造优质的服务环境， 党员文明

监督员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对照窗
口服务规范查看办公环境是否做
到 “四净四无”， 物品放置是否
整齐有序； 职工个人是否做到仪
容整洁、 端庄得体， 因为党员文
明监督员的存在， 综合服务四所
能用更加良好的站容站貌来面对
每一天的工作。

“接听用户来电时， 做到首
问负责制， 认真做好记录， 不推
诿、 不搪塞、 不敷衍； 入户巡检
或维修时， 做到态度亲切、 服务
周到 ， 耐心为用户解答问题 。”
不论工作8小时内还是8小时外，
党员文明监督员在对自身言行高
标准严要求的同时， 也时刻注意

职工文明用语使用和服务规范履
行情况。 总结一周以来文明监督
情况， 归纳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已成为了党小组会和班组生产会
的例行任务。

引导职工如何明辨网络谣
言， 分清是非曲直， 及时将上级
党组织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
传达给每名职工同样是监督员的
工作。 党员文明监督员既要管理
日常工作的文明情况， 也要做好
职工网络舆论监督， 时刻关注职
工的思想状态， 及时制止职工在
新媒体平台发表不当言论， 将企
业正能量灌输根植于职工们的心
中， 做职工们思想上的守护者。

扮演好生产经营中 “双重角色”

近日 ， 记者从石景山区获
悉， 石景山区八角南里自走式立
体停车楼正式开工建设。 未来 ，
这个面积7000多平方米、 能容纳
290辆车的停车楼将大大缓解该
小区停车难问题。

八角南里是石景山区一个典
型的老旧小区， 现有居民2300多
户。 由于没有机动车地下停车条
件， 物业只能利用楼间空地设置
停车位。 “这几年私家车越来越

多 ， 而停车位配比仅为 1 ∶0.25，
现有500多个停车位远远不能满
足需求， 乱停车、 占用消防通道
等问题特别突出。” 八角南里社
区党支部书记、 主任宋恩茂告诉
记者。

为了缓解停车难问题， 八角
南里社区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时
将停车位改造工作纳入 “自选项
目”， 经过区里相关部门研究，最
终决定升级小区现有地面停车

场，建一个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的
自走式立体停车楼。

八角南路26号楼南侧以前这
里是一片面积有2300多平方米的
地面停车区 ， 只能停放80多辆
车。 这次规划建设的停车楼就建
在这里， 根据设计方案， 将对现
有平面停车场进行改造， 总建筑
面积约7750平方米， 建成后可以
提供车位约290个， 目前小区停
车位紧张的问题将有所缓解。

垃圾分类已成了当下 “最
为时髦” 的环保行为方式， 近
日， 北京住总集团第六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天津宝坻天秀园项
目部迅速行动起来， 在工人生
活区设立垃圾分类站。

蓝色、 红色、 灰色， 不同
颜色的垃圾箱标明了显眼的
“可回收 、 有害 、 不可回收 ”
标识， 立即吸引了工人们的眼
球 。 项目部 “趁热打铁 ”， 张
贴宣传标语的同时， 利用茶余
饭后和入场教育等时间， 向工
人们讲解垃圾分类的意义和目
的以及具体分类方式， 同时监
督执行。 项目部在转变项目部
生活区管理方式的同时， 有效
提高了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
价值， 推动了工人们养成好习

惯， 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
贡献。

据悉， 住总六公司天津宝
坻项目部生活区拥有工人500
余人 ， 日产垃圾近3吨 。 这些
垃圾中生活垃圾占了很大一部
分 ， 纸张 、 饮料瓶 、 易拉罐 、
旧衣服都是可回收垃圾， 具有
再利用价值， 而产生出的剩菜
剩饭这样的厨余垃圾也同样是
这些垃圾中的 “主力军”。

生活区垃圾分类得到了工
人们的积极响应 。 此前 ， 生
活用品中如药品、 灯管、 油漆
等这样的少量有害垃圾被人
为地分离出来， 倾倒在专用垃
圾箱内 ， 工人环保意识提高
了 ， 生活环境得到了进一步
改善。

□本报记者 崔欣 文/摄

石景山区八角南里将建立体停车楼

近日， 中铁建工上海分公司在南昌、 上海和南京分片区组织
开展了 “党政工团齐发力 安全生产勇担当” 主题活动， 3个片区
共计17个单位18支队伍144名员工参加了比赛， 取得了良好成效。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杨德正 摄影报道

144名职工参加安全生产比赛

住总六公司掀起环保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