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合居民需求 实践基
地接地气

在香水园街道， 把1290平方

米的城市管理指挥中心进行改
建， 打造集党建、 文化、 体育、
心理、 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实践
基地， 并于7月13日面向社区居
民全面开放。 实践基地通过采取
群众现场点单 ， 区实践中心派
单， 专业志愿服务队接单流程，
充分利用社区小课堂面向社区居
民开展各类群众需求的培训。 通
过预约形式将书画 、 舞蹈 、 图
书、 棋牌、 健身等各室面向社区
免费开放。

同时 ， 香水园街道规范管
理 ， “点单派单 ” 培树志愿之
“花”。 街道 “马上零距离” 志愿
服务总队被评为首都学雷锋志愿
服务示范站， 包括机关职能科室
7支志愿服务分队， 社区志愿服
务分队29支， 共计36支志愿服务
分队。 今年90岁高龄的董其升，
十九载社区志愿巡逻， 行程可绕
赤道1.7圈 。 如今他给自己定了
一个小目标： 再为社区走上5个
“二万五”。

盘活现有资源 让百姓
活动有场地

盘活资源， 让老百姓活动有
场地，是开展文明实践、组织志愿
活动的重要前提。 聂庄村闲置库
房装修成“三微、五室、一家、一讲
堂”的志愿服务平台，让大家活动
有场地。 聂庄村的文明实践站不
大，就坐落在村委会的办公院里。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以来， 聂
庄村通过点单， 已经完成了广场
舞、 健身操、 腰鼓、 大鼓以及舞
蹈等多种培训 ； 村民反映老人
多、 吃饭不方便， 村里就把老年
餐桌的建设工作列入了计划；村
民想学一些业务知识， 村里就积
极与文化站 、 社保所等部门沟
通， 给村民进行了电商知识、 灯
笼制作、 衍纸画、 葫芦烙烫、 电
工等技能培训， 截至目前， 共有
200多人次参加培训，满足了百姓
物质文化和精神需求。

公共服务数据库 聚力
“点单派单”平台

据延庆区委宣传部部长黄克
瀛介绍， 为了有效破解基层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谁
来做、 做什么、 怎样做的问题，
延庆区首先建立了农村公共服务
大数据库。 “居民需要什么， 公
共服务资源有哪些 ， 有什么不
足， 需要什么支持， 我们对423
个村和社区做了全面摸排。” 延
庆区将建立好的数据库搭建起一
个线上平台， 全区各部门面向基
层的公共服务项目都纳入 “点单
派单” 网络平台， 提供理论政策
宣讲、 法律咨询、 科技科普、 教
育培训、 文化活动、 医疗养老、
体育健身七大类上门服务。 截至
目前， 平台上已有47个区级单位
和社会组织发布223个服务项目，
开 展 服 务 1494 次 ， 参 与 人 数
14074人次。

多样志愿服务队 壮大
文明实践主体力量

延庆组建“2+6+N”志愿服务
队伍，解决“谁来做”问题。“2”是
指宣传文化组织员队伍和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指导员队伍， 二者
地缘优势与业缘相结合， 共同协
助村社区党支部开展实践站工
作。“6”是为每一个乡镇（街道）配
备理论政策宣讲等6支专业志愿
服务队， 以乡镇街道为重点配齐
配强基层公共服务力量 。“N”是
吸纳社会力量，组建邻里守望、乡
风文明、长城保护、生态环保等功
能多样的志愿服务队， 壮大文明
实践主体力量。 “通过文明实践，
打通了宣传群众、 教育群众、 关
心群众 、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 延庆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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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时时代代社社区区之之家家六六大大功功能能惠惠及及百百姓姓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变身创举 让“水立方”坐拥双功能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贾亚丹

延庆423个村庄社区建立文明实践站

作为全市唯一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
延庆区18个乡镇街道有了文
明实践所、 423个村庄社区
有了文明实践站 ， 一个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 所成
为了新时代乡村之家 、 社
区之家 ， 心灵加油站 、 乡
村小课堂 、 惠民服务点 、
百姓大舞台、 志愿爱心社、
乡亲议事会六大功能为百
姓带去实惠 。 目前 ， 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的活跃
人数从最初的4382人增加到
15000余人， 文明实践活动
常态化开展。

7月30日 ， 以 “拥抱新时
代·谱 写 新 篇 章 ” 为 主 题 的
2019年西城区社会化管理退休
人员文艺汇演拉开序幕。 活动
吸引了来自大栅栏街道以及白
纸坊、 德胜、 什刹海、 新街口
等8个兄弟街道的演员和社会
化退休人员共200余人参加。 9
个街道社会化退休人员带来了
舞蹈、歌曲、单弦等多种形式的
12个节目。

本次活动是西城区社会化
退休人员爱国主义教育宣传系
列活动之一， 也是大栅栏街道社
会化管理服务中心为辖区社会
化退休人员提供的文体服务。

据悉， 社会化管理退休人
员为街道管理的退休人员。 其
中， 失业转退休人员等就在此
列。 “近年来， 社会化管理退
休人员新增明显。 比如2005年

每个月新增不足10人。 现在每
月新增30人左右 。” 大栅栏街
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上半年， 大栅栏街道
社会化管理服务中心积极响应
街道大部制改革调整、 规范的
要求， 按照年初工作计划积极
推进，顺利地完成了退休审批、
核算，医疗审批补缴、医药费报
销、清洁能源自采暖、协助退休
人员异地认证以及社会化自管
小组活动等各项工作任务。

大栅栏街道2012年成立了
全市首家社会化管理服务中
心。 该中心不仅有街道办事处
的工作人员还有社会化退休人
员组成的志愿者， 至今为辖区
6900名社会化退休人员提供优
质便捷的管理服务， 提供贴心
耐心的生活服务、 丰富多彩的
文体服务。

7月30日， 记者从慈铭健康
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慈
铭集团开展了 “共产党员献爱心
集体捐款———不忘初心， 与爱同
行， 献礼新中国70周年华诞” 的
爱心捐款和党员慰问活动， 为困
难党员们送去了党组织的关怀和
爱心。

活动现场， 职工们在募捐箱
前排起长队， 将自己的爱心捐款
投入箱内。 随后， 慈铭党委书记

胡波、 副书记杨丰伟为困难党员
发放了慰问金， 并与困难党员交
流， 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据了解， 慈铭集团于2004年
建立了党支部 ，2008年建立了老
兵联谊会。 长期以来，所有“慈铭
人”以实际行动学习“北京榜样”
精神，还通过“进军营、进乡村、进
社区”三进活动，对老党员、生活
困难党员、90岁以上老人等困难
群体上门慰问和义诊，来实践“北

京榜样”精神。胡波表示，今后，还
将从企业内部选树一批践行承
诺、成绩突出、群众满意的先进典
型，打造“慈铭榜样”，并将他们的
奉献事迹在全国公司进行巡回播
讲，强化实践效果，向新中国70周
年华诞献礼。

“路哥， 去工地吗？ 捎上
我 。” 最近 ， 中建二局一公司
陕西分公司西安市地下综合管
廊201项目的员工频繁地往返
于施工现场， 回来时还要拎几
个沉甸甸的塑料袋 ， 或是抱
着、 或是捧着， 原来项目施工
现场的菜园子丰收了。

这片菜园子源于项目书记
庞冀豫的突发奇想， 在管廊项
目施工现场的外围有一大片空
地， 因为不在施工面无人打理
而变得荒草丛生。 “这么好的
一块地不种点庄稼真是可惜
了 ， 不如种些蔬菜给员工们
吃， 还可以为食堂节省开支。”
想到这里 ， 庞冀豫买了种子 ，
带领项目上的职工们锄草、 开
地、 育苗， 就这样项目部的菜
园子诞生了 。 黄瓜 、 西红柿 、
茄子 、 辣椒 、 西葫芦 、 玉米 、

红薯、 豆角等各种蔬菜应有尽
有。 在庞冀豫和员工们日常浇
灌和细心的照料下， 如今菜园
子的蔬菜已经结出了累累硕
果， 硕大的西红柿， 翠绿的尖
椒， 金黄的玉米， 瓤白脆嫩的
西葫芦， 食堂的大师傅每天都
不用发愁配菜了。

这片绿意盎然的菜园不仅
为项目部节约了用餐成本， 让
员工们吃上了绿色天然的无公
害蔬菜， 同时还让员工在工作
之余体验到了采摘的乐趣。

“原来西红柿要绿的时
候摘呀？” “嘿 ！ 庞书记买的
是大力种子吧？ 西葫芦竟然能
长的像南瓜这么大 ！” “长这
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豆角
开 花 ” ， 每 天 谈 论 蔬 菜 园 里
的趣事成了职工们茶余饭后的
话题。

工地里的菜园子丰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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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大栅栏6900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
受益街道大部制改革

慈铭集团情系困难党员

7月30日上午， 随着最后一
块预制混凝土板安装完成， 作为
北京冬奥会冰壶比赛场馆的国家
游泳中心冰场可转换结构施工圆
满完成。 这个总误差控制在毫米
级的冰水转换结构是 “水立方”
变身 “冰立方” 改造工程攻克的
重要难题之一， 而有了高科技保
驾护航， “水立方” 变身十分神
速 。 值得期待的是 ， 今年12月
份， 变身后的 “冰立方” 将迎来
首场冰壶比赛。

“在奥运游泳馆内进行冰壶
比赛无疑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这
是水立方团队大胆创新的结果。”
据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杨奇勇介
绍， “水立方” 变身 “冰立方”
即在比赛大厅中部通过搭建可转
换结构及安装可拆装制冰系统，
形成具有4条标准赛道的冰壶场
地 。 凭借这套可拆卸的制冰体
系， 使 “水立方” 同时拥有水上
功能和冰上功能， 制冰设备和冰
层拆除后 ， 冰场即可还原为泳
池。 按照计划， 未来春夏秋三个
季节 “水立方 ” 将用于水上活
动， 冬天则用于冰上活动。

改造工程中， 水立方联合设
计单位、清华大学、哈尔滨工程大
学等各方逐一破解的冰场可转换
结构体系、冰壶场地热湿环境、冰

壶场地体育照明、 场馆综合节能
和场馆建筑声学等课题， 无一不
尽显科技保障的强大力量。

记者走进 “水立方” 变身现
场， 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忙碌
着， 引人注目的冰水转换结构施
工于当日完成。 据介绍， 支撑冰
面的可转换钢结构由2600根3米
高、 2米长的薄壁H型特制钢材
搭建而成， 每根梁柱装有柱脚，
每个连接点装有可拆卸高强度螺
丝， 确保钢架紧固结实。 钢架上
方铺设了1500块1米见方、 厚度
达100毫米的预制混凝土板， 在
预制混凝土板安装过程中， 每名
工人需使用卡尺进行精密微调，
水立方冰水转换结构的总误差将

控制在毫米级。
未来， 预置混凝土板块上方

将铺设防水层和制冰管道层， 管
道层上面再铺冰， 才形成冬奥会
冰壶比赛要求最为严格的冰面。

看到可转化冰面已初现雏
形， 杨奇勇还向记者介绍了他们
攻克的一些环境难题。 比如， 为
水立方增加膜结构空腔自然通
风， 将实现夏季自然通风降温，
冬季蓄能降低场馆热耗， 改造后
的场馆将更加节能环保。

据悉， 按照施工计划， 预计
今年10月， “冰立方” 将完成冰
壶比赛场地赛场区体育照明、 场
地及制冰系统、 空调系统改造。
12月份将迎来首场冰壶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