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8日， 记者从石景山区获
悉， 全区150个社区截至目前全
部建立了 “老街坊” 议事厅、 议
事会， 并向楼门延伸建立了208
个 “老街坊” 楼委会。

记者了解到， “老街坊” 已
经成为基层治理的积极社会力
量。 石景山区150个社区均建立
了 “老街坊 ” 议事厅 ， 同时 ，
150个社区全部成立了 “老街坊”
劝导队、 治安队、 防消队等专业
队伍。

同时， 部分社区因地制宜，
涌现出一批如 “老街坊护河队”、
首钢留守儿童 “老街坊 ” 关爱
组、 “金色亲情” 服务队、 鲁谷
街道 “护花队” 等志愿品牌， 将
劝导文明礼让、 守护社区安全、
维护城市环境等贯穿于 “老街
坊” 的日常工作中。

石景山“老街坊”是一个开放

式、包容性的基层社会治理品牌，
有社区“老街坊”、在职党员“老街
坊”、社会单位“老街坊”和公益团
体“老街坊”。通过议事协商、劝说
疏导、 互帮互助等多种形式，“老
街坊”议事会建设不断推进，使社
区协商机制进一步建立， 社区协
商渠道持续拓宽， 社区自治能力
不断提升。

日前， 记者在老山街道东里
北社区老街坊社区议事厅看到，
身着紫色统一服装的十余位老街
坊正在就老旧小区改造升级。

“我们的楼已经二十多年楼
龄了， 希望建立一些爱护楼道内
卫生的规定， 不要堆料堆物。 再
对楼内进行粉刷， 使楼道漂亮起
来。” “楼道里的小广告影响环
境， 希望能从源头上解决。 可以
把楼门的门禁早日安上， 这也有
助于提高我们居民生活安全 。”

“我们老街坊听取了居民反映的
要增强环境意识、 增设垃圾桶的
建议， 希望得到解决。” ……

“我们已经买好了三种50个
垃圾桶 ， 一周之内争取投放到
位， 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 希望
各位老街坊监督我们为大家早日
实现。” 社区、 物业等相关负责
人针对老街坊提出的具体问题，
一一进行回复， 老街坊纷纷点头
表示接受。 老山街道东里北社区
于2016年底在社区党委班子领导
下成立老山东里北社区 “老街
坊” 议事会， 建设 “老街坊” 议
事厅 ， 是石景山区首家市级街
道、 社区二级协商联动试点， 搭
建社区与居民沟通的良好平台。

破旧弃置、 涉案待处、 占位
占牌、 车主失联、 仓库经营……
长期以来， 在道路两侧、 居民楼
下、 胡同周边总能见到几辆随意
停放的 “僵尸车”， 这些车辆不
仅车身严重损毁、 锈迹斑斑、 轮
胎瘪掉， 有的甚至被改造成了储
物室、 销售点， 占用了大量公共
资源， 影响正常通行秩序， 滋生
各种安全隐患， 损害城市形象，
令市民群众深恶痛绝。 为此， 针
对市民在12345热线上反映强烈
的 “僵尸车侵占城市公共空间”
问题， 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在今年
三月份以来， 广泛搜集、 综合研
判 “12345” 热线 、 街道社区群
众反馈等渠道信息， 联合多部门
集中开展了 “僵尸车清理战”。

清理 “僵尸车” 联合作
战、因地制宜

7月29日下午， 虽然雨下个
不停， 可丰台交通支队方庄大队
交警对辖区内 “僵尸车” 的清理
仍在继续。 经过现场甄别， 交警
对几辆停靠在一处死角的涉事面
包车进行拍照并填写车辆的详细

信息， 再使用叉车、 拖车等运输
工具， 将车辆拖走。

据方庄大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 ， 对于道路内的 “僵尸车 ”，
由交通大队现场甄别后按照违法
停车拍照记录违法事实， 开具行
政措施凭证， 将车辆拖移至涉案
停车场， 车辆所有人到执法站进
行处理。 对于道路外 “僵尸车”，
特别是小区内部， 交通大队主动
对接属地街道政府主责单位开展
联合执法。 工作中， 经过前期沟
通， 交通大队协调小区内部停车

公司 、 社区居委会 、 物业等部
门 ， 对 “僵尸车 ” 进行摸排登
记； 再由 “一区一警” 查找车辆
所有人， 告知自行清理。 针对无
法确定所有人、 无人认领的 “僵
尸车”， 制作规范的告知书由属
地政府加盖公章进行粘贴告知，
一周后仍未清理的， 由街道主管
领导负责组织交通、 安委会、 城
管、 社区、 物业等单位人员现场
拍照取证后， 将 “僵尸车” 清拖
到街道自行开辟的停车场集中统
一保管。

此外 ， 方庄交通大队还把
“僵尸车” 排查清理纳入核心区
静态停车综合治理工作中， 围绕
社会反映集中的居民小区、 支路
小路、 胡同等地， 采取叉车配拖
车方式， 快速开展清理。 同时依
托 “一日一清整 ” “周末大扫
除” 等机制， 推动与属地街道、
城管 、 住建等部门形成常态联
勤、 联合打击模式。 还充分发挥
协管员作用， 加大巡视范围， 提
高巡逻频次， 同步开展好 “遮车
衣” “占压消防通道” 等违停行
为整治工作。

“僵尸车”治理成常态化工作

开展专项整治以来， 市公安
局交管部门因地制宜 、 因情施
策， 提倡各交通支队结合辖区特
点采取相应措施。 丰台交通支队
专门制作了 “僵尸车” 清拖登记
单， 民警在前期摸排基础上， 到
现场用执法记录仪取证， 随后通
过车牌查找车主电话， 或通过车
辆识别代码尝试与车主取得联
系， 登记单上会详细记录被清拖
“僵尸车” 的各项信息， 还要由

属地政府城管部门与交管部门现
场负责人共同签字后才可以实施
清拖作业。 海淀交通支队充分发
挥区域 “大城管” 体系作用， 通
过800多名 “网格员” 摸排发现
道路内及住宅小区内 “僵尸车”
350余辆， 履行告知程序后， 区
域内 “僵尸车” 中的160余辆由
车主自行清理， 其余车辆已清理
完毕。

截至6月底 ， 3970余辆长期
停放于城市道路两侧 、 居民小
区、 胡同内的 “僵尸车” 已被集
中清理完毕。 目前， “僵尸车”
清整工作转入常态化治理阶段，
交管部门将继续通过 “一区一
警”、 城管网格员、 停车管理公
司、 社区物业以及12345热线反
馈等渠道掌握新情况、 发现新线
索， 建立长期治理机制、 联合实
施动态管理 ， 每一辆新发现的
“僵尸车 ” 都将被 “随出随拖 、
增量即办”。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石景山“老街坊”议事厅覆盖150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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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管部门清理“僵尸车”取得实效

□本报记者 唐诗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本报记者 盛丽
畅颐园外墙保温层脱落启动调查处置

联合作战 因地制宜 常态运行

□本报记者 白莹 通讯员 侯祎飞
两部门联合检查西苑美食城燃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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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快， 把苫布打开， 给
他们遮上点儿， 雨要下大了！” 8
月6日午夜12点， 位于东城区王
府井北大街报房胡同西口的马路
上， 北京燃气集团一分公司工程
所正在紧急修复一处燃气管网的
漏气点， 此时， 天空电闪雷鸣，
一场大雨正悄然逼近， 眼看着豆
大的雨滴砸了下来， 为了确保修
复漏气点的带气焊接正常进行，
工程所所长任勇正招呼在场职工
为作业坑撑起苫布， 确保作业环
境不被雨水影响。

在抢修现场， 工程所带气作
业班的职工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回
过家了， 除了周一白天的正常切
接线外， 周一夜间， 他们还进行
了228工程， 为某重要用户完成
了三接五切的手工带气切接线工

作， 回到单位已是凌晨1点。 第
二天白天， 全班人没有休息， 又
马不停蹄地继续完成计划内的两
接两切作业。 周二傍晚， 本以为
终于可以下班回家， 带气作业班
却又收到临时抢修的指令， 大家
收拾工具设备、 重新装车， 再次
来到抢修现场。

挖开路面， 亮出DN500燃气
管线， 情况比想象中要复杂些，
除了有一条自来水管平行于燃气
管线的正上方以外， 最要命的是
污水对土壤的侵蚀。 随着挖掘机
一铲一铲地往外掏土， 刺鼻的恶
臭味就一股股地飘散出来， 挖出
的土壤也从干松的黄褐色变成水
泥样的灰黑色， 而想要找到漏气
点， 就必须下到满是污水泥浆的
工作坑中。 孙文丰和冯峰两名泄

漏检测班的职工沿着爬梯下到3
米深的作业坑中， 深一脚浅一脚
地踩在混有污水的泥地里， 不停
地用探针前后左右插到泥土中，
分析各处甲烷浓度的高低， 以此
判断漏气点的具体位置。

就在已经找到漏气点， 带气
作业班准备进行修复时， 天降大
雨， 但此时作业已无法停止， 只
能尽快修复。 为确保作业坑内带
气焊接环境符合作业要求， 工程
所职工冒雨为作业坑撑起9平米
左右大小的苫布， 最大限度地为
坑内的职工挡雨。 不论领导干部
还是普通职工， 都竭尽全力让作
业坑内尽量少进水。 所有人在暴
雨中坚持了1个多小时， 至凌晨1
时40分， 在未影响任何一个用户
的情况下， 抢修工作圆满结束。

雨夜里的一次燃气抢修

8月5日5:30左右 ， 朝阳区
东坝地区畅颐园小区3#住宅楼
南侧发生局部外墙保温层脱
落 ， 脱落面积约 600平方米 。
该事件共造成 27辆机动车受
损 ， 未造成人员伤害 。 记者8
月 6日 从 北 京 市 住 建 委 了 解
到 ， 当日上午， 市、 区住建委
相关部门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
查处置。

据了解， 当天上午市、 区
住建委相关部门要求项目建设
单位切实做好现场警戒和防护
措施， 立即对外墙受损及周边
松动部位进行拆除， 坚决防止
次生灾害发生， 确保小区居民
人身安全。

小区建设单位组织设计 、
施工、 监理及物业单位第一时
间到现场对该事件进行处理 ，
安排小区居民有序疏导， 安抚

居民情绪 ， 主动提出补偿方
案， 妥善处置业主诉求。 同时
紧急调用起重机械， 对外墙受
损及周边松动部位进行排险拆
除处置， 防止次生灾害出现。

朝阳区政府及其住建委等
部门启动对该事件的调查处理
程序。 责成建设单位委托第三
方工程质量检测的权威机构对
外保温脱落的原因进行检测鉴
定， 对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
违法违规行为， 坚决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

市住建委表示， 住建委等
有关部门将依法严肃查处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员， 及时向社会公
布外保温脱落的问题原因和处
理结果。 同时要求有关单位和部
门对楼体外保温工程质量全面
彻查， 消除质量安全隐患,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燃气安全是关系到千家万
户的大事， 而对于众多餐饮企
业来说， 他们直接面对的就是
广大消费者， 燃气安全问题就
更是不容忽视。 近日， 海淀城
管、 北京液化气公司等部门的
执法人员共同对西苑交通枢纽
周边的餐饮企业燃气使用安全
开展了执法检查， 消除隐患。

上午十点， 城管执法队员
来到西苑美食城一家餐饮企
业， 检查刚开始， 就发现了问
题。 原来这家餐饮企业虽然设
立有独立的燃气间， 可燃气间
的门却由 “铁将军 ” 牢牢把
守。 十多分钟后， 饭店工作人
员才找出钥匙， 打开了门。 执
法队员一边用防静电手电筒对
燃气间仔细检查， 一边对餐饮
企业管理人员讲解了在燃气使
用过程中的安全知识与法规。

通过执法检查发现， 这家
饭店的燃气间整体比较规范 ，
但是细心的执法队员还是发现
了一些问题， 首先燃气间里使
用的不是符合规定的防爆灯 ，
而燃气管道上也存在私自悬挂
杂物等不符合规定的行为。 城
管执法队员当场对这家餐饮企
业开具了法律文书， 要求企业
立即整改，下一步将进行复查。

随后， 执法队员又对 “渝
小面、 四爷牛拉” 等餐饮企业
逐一检查， 并对发现的问题立
刻责令整改。

据了解， 下一步海淀区城
管执法局将加大对辖区内餐饮
企业燃气检查力度， 对出现问
题的餐饮企业严格按照 《北京
市燃气管理条例》 及 《餐饮企
业安全管理规范》 的相关规定
进行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