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前破败不堪、 圈地种菜的
公共区域“不堪入目”，如今成了
安全、便捷的休闲绿地；从停车位
紧缺导致违章停车频现， 到现在
先进、气派的立体停车楼。居民对
基础设施建设更加满意， 对政府
和街道的服务更加认可， 大兴区
观音寺街道的社区里正悄然发生
着变化。 “立马办、好好办、走心
办”，观音寺街道的这些变化的背
后，是大兴区落实“接诉即办”，服
务广大居民的决心。

绿化荒地成小区休闲佳处

既要处理好1%居民的诉求，
还要让100%的居民满意，观音寺
南里社区靠着这个原则办事，获
得了居民的交口称赞。 观音寺南
里社区建成时间早， 是由新楼区
和旧楼区组成 ，2006年小区25号
楼和31号楼之间的围墙被拆除，
原本分成两部分的社区合二为

一， 两楼之间的空地也建成了一
片绿地。 近年来由于小区市政管
线维修工程不断， 绿地几经挖沟
填埋早已破败不堪， 还有部分居
民圈地种菜。今年春天，接到居民
诉求， 反应社区缺少休闲设施和
休闲场所。经过调研，街道引入社
会资本对这片荒地进行了绿化，
改造成了一个可以散步、 休憩花
园绿地。 一时间这片昔日荒地成
了小区居民的公共起居室。

5月初， 一份来自12345的投
诉记录放在了工委尚建刚书记的
办公桌上。 原来是观音寺南里小
区25号楼和31号楼部分住户投
诉， 在楼下绿地休闲的居民噪声
扰民。 社区里1400余户居民就这
么一块休闲场地， 老人聊天， 孩
子打闹、 游戏， 这对居住在两边
的居民确实会有噪声之扰。

尚建刚再次来到社区走访，
在居委会调研， 和居民沟通， 最
终居委会把容易形成居民聚集聊

天的五把长椅从绿地东侧移到离
居民楼相对远的西侧； 开放绿地
西侧的社区动员中心， 每晚6点
至9点播放动画片， 吸引在外面
奔跑打闹的儿童进到动员中心里
面玩耍； 随后又把绿地南侧的幼
儿园的滑梯等设施对外开放， 孩
子们有了自己的小天地。 社区书
记杲秋平介绍， 有居民反映滑梯
被晒了一天， 小孩子游戏容易烫
伤， 社区立刻联系厂家给滑梯安
装遮阳措施， 更方便小朋友们游
戏， 社区也在开发其他地块进行
绿化整修， 给居民提供更多可以
休憩的场所。

建立体停车楼解决停车难

“你去双北的先锋公寓看过
吗， 新的停车楼可气派了。” 最
近双河北里社区的一栋七层的绿
色停车楼成了大兴居民热议的话
题 ， 这座刚刚建成的停车楼高

13.2米 ， 占地504平方米 ， 拥有
176个车位， 是目前大兴社区中
最大的停车楼。

先锋公寓在2002年建成， 居
民282户。 建成之初60余个地面
停车位基本能够满足居民停车需
求， 但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居
民的停车诉求越来越难以满足。
由于紧挨京开高速辅路， 路侧违
章 停 车 问 题 突 出 。 居 民 通 过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多次反映停
车难问题。

“别的小区还能见缝插针、
错时停车解决一部分停车问题，
但是先锋公寓真是连 ‘缝’ 都没
有。” 街道工作人员这样形容这
里的停车情况。 2019年初， 经过
前期入户调查， 超过2/3的居民
同意修建立体停车楼。 街道城建
科负责人介绍， “起初有一部分
原有车位的居民担心停车费会上
涨很多， 最终和企业协商之后定
价是从原来的1500元/年上涨到

1800元/年 ， 涨幅不大 ， 对居民
影响小。”

“居民停车取车都可以通过
刷卡独立完成， 正常情况下取车
时间是一分半。” 工作人员演示
停取车过程的同时介绍， “人进
入停车楼会有危险， 所以是严禁
进入， 这里有红外报警装置， 过
线就会响。”

7月 10日上午 ， 本市首个
“接诉即办” 调度指挥中心在大
兴区挂牌成立。 依托调度指挥中
心 ， 大兴区能够全面协调全区
22 个属地部门、 50 余个职能部
门、 84个企业部门， 进一步提升
疑难诉求的响应速度和解决力
度， 把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形成常态化、 制度化、 规范化。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石景山绘制“智慧养老”三维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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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二局七夕节点亮工友夫妻“婚纱梦”

永顺镇加强背街小巷整治力度

立马办 好好办 走心办

□本报记者 盛丽

东城养老联合体走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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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 记者从石景山区获
悉， 石景山区级养老信息综合平
台项目从去年9月投入试运营至
今， 已整合18万条石景山区老年
人基础数据， 汇集全区九大类涉
老服务数据37.4万条。

石景山区60周岁以上户籍老
年人口13.67万人 ， 占全区户籍
人口的36.82%， 高于全市平均值
11个百分点。 目前石景山区共有
养老服务设施57家， 其中8家养
老机构、 9家街道养老照料中心、
4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石景山的区级养老信息综合
平台目前已探索出三大基本功
能， 在服务信息方面， 平台绘制
了一副 “养老地图”， 小小的三

维图囊括了本区515家养老服务
场所的布点， 机构概况、 实景图
片、 空余床位、 特色服务、 入住
价格和要求、 咨询电话等一目了
然， 可以通过直接输入名称或区
域进行一键查询。

服务监管方面， 平台实现养
老机构、 社区居家养老、 养老补
贴等数据联动共享， 实时跟踪到
每个服务人员的为老服务情况，
老人享受服务及不及时、 满不满
意 ， 系统都能第一时间进行提
示， 并将老人的问题建议及时做
好统计分析和反馈。

今年5月， 八角北路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的服务终端机上还安
装了人脸识别设备， 社区老人吃

饭无需携带证件， 只需 “刷脸”
就可以进行服务并记录。 驿站赵
站长介绍， “周一至周五中午11
时我们会提供助餐， 80岁以上老
人优惠3元 。” 社区居民闵阿姨
说， “家里没人时我会来这吃午
饭， 优惠3元后才花12元钱就能
吃到午饭了。 很方便。”

6日上午11时左右， 记者看
到， 在社区服务预约终端上， 老
年居民点击 “直接用餐”， 对着
刷脸系统刷脸后， 立即就显示出
就餐信息。

8月6日， 中建二局上海分公
司浦江万达项目发起 “爱在七夕
情暖工友” 主题活动， 将影棚搭
进机械轰鸣的工地， 用一组组婚
纱照， 为工友夫妻们定格美好。

项目党支部书记王芳谈到发
起此次活动的初衷时说： “我们
希望镜头捕捉的不是美丽的容
颜， 更是在平凡的建筑生活中沉
淀下的夫妻真情， 他们的爱情很
质朴， 也很有力量。”

尤建新是浦江万达项目工友
生活区清洁工， 马春变是施工现
场人货梯操作工。 59岁的尤建新
和52岁的马春变是河南省内乡县
同乡同村人， 从小青梅竹马。 十
几年来， 他们在江苏、 浙江、 上
海间不断变换， 但不变的是他们
与中建二局工地的始终相伴。 尤
建新目前负责中建二局浦江万达
项目1200余人的生活区清洁， 每
天四点多就起床， 他常说， “早
点起来， 早点把生活区清洁好，
心里踏实”。 说起这次婚纱拍摄，
马春变说 “都这岁数了 ， 还能
拍上婚纱照， 太开心。”

参与拍摄的还有90后工友夫

妻。 张甲龙和刘田田结婚两年，
带有一个一岁半宝宝。 一个河南
人， 一个山东人， 两人在江西的
工厂里相爱， 并且最终走到了一
起， 田田说， “甲龙会照顾人也
会疼人， 能参加这次活动非常开
心， 这些都是人生的美好经历。
自己多经历生活才有教育孩子的
资本。” 在他们看来这组照片不
仅是两个人携手奋斗的真实写
照， 也是他们亲手建设的城市带

给他们的珍贵礼物。
此次七夕活动， 是中建二局

上海分公司关爱工友的一个缩
影 ， 多年来 ， 一个个农民工夜
校、 工友之家活跃在全国各地的
项目间。 同时， 作为郭明义爱心
团队中建二局华东分队的成员，
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积极帮助农
民工子女解决 “上学难 ” 等问
题， 让广大工友感受到来自企业
和社会的关爱。

记者获悉， 为给城乡环境
“深度美颜”， 今年， 通州区永
顺镇在疏解整治促提升基础
上， 继续开展背街小巷整治提
升行动， 将对镇域内17条道路
进行升级改造。

在果园北街工程现场记者
看到， 拆除后的裸露土地已
全部苫盖 ， 洒水车同时进行
洒水降尘 。 工人们正在用卡
尺测量放线 ， 包 括测量地势
标高、 排水位置、 管沟大小等
数据 ， 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
作。 村民王德春说道： “在这
住了几十年了， 原来没拆之前
这条街下点雨， 老百姓出行是
相当发愁， 为什么呢？ 路面七
高八低 ， 有点雨就满处积水 ，
现在咱拆了以后老百姓出来一
看痛快。”

去年5月 ， 永顺镇开启了
果园大街和果园路两条背街小
巷的改造工程， 拆除违建1.6万
平方米， 从交通、 绿化、 市政
设施、 海绵城市、 口袋公园等
13个方面入手 ， 重塑商业界
面、 打造城市客厅、 展现景观
文化、 创造宜居空间。 而目前

正在施工的果园北街、 果园后
街、 果园中路及果园路北延等
4条背街小巷提升改造工程则
为果园大街提升整治工程的延
续 。 未 来 此 区 域 将 增 加 1个
4000㎡的全龄化体育公园， 由
一条环形跑道贯穿入口门户
区 、 青年健身区 、 儿童娱乐
区 、 篮球运动区和休憩交流
区， 既满足居民休憩交流的需
要， 也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
健身需求。 果园后街车行道将
拓宽， 并增设人行道， 整饰周
围建筑， 增加绿化种植的品种
和形式。

除果园北街等4条路段外，
永顺镇还将对乔庄北街 、 物
资学院东路 、 检测场路等 17
条 路 段 因 地 制 宜进行提升改
造 。 永顺镇环境办副主任洪
杉介绍说： “目前我们整体17
条路大部分已经具备进厂条件
并已进厂施工， 有个别一两条
路可能设计方案有一些变更和
调整 ， 我们在逐步的完善中 。
预计一个礼拜就全面进厂施
工， 整个工期八月底之前全部
完成。”

近日，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
开展了一场 “区域养老服务联
合体” 公益服务活动。 本次活
动由朝阳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牵头， 居家养老管理中心协助
开展。 在街道居家养老管理中
心的协调下， 来自不同行业的
近十家运营商、 服务商参与了
本次活动。

这次公益服务日活动涉及
按摩 、 视 力 检 查 、 中 医 手
诊 、 测量血压等多项老年人
日常所需的服务 ， 还有备受
老人欢迎的药敷 、 吸氧、 中
药熏眼等专业医疗服务。 银行
的工作人员还现场 “开课 ” ，

帮 助 居 民 普 及 金 融 理 财 知
识 ，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仅仅
一个上午， 参加服务体验的就
有615人。

东城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 此次活
动的开展进一步促进了辖区资
源深度整合 ， 充分调动了辖
区运营商 、 服务商参与为老
公益服务的热情，促进其更好
地服务居民、 服务社会。 据了
解， 街道还将组织一场服务种
类更为多样化的老年服务大
集，届时朝阳门街道“区域养老
服务联合体” 的80多家单位将
共同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