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诉先办解决居民共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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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进行时

拆违增位扩大小区停车供
给、修复道路提升出行体验、改造
升级扮靓公共空间、 整饰外墙提
升家园颜值、更新设施“亮化”小
区景观……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朝阳区团
结湖街道推广三四条北小区治理
经验， 未诉先办推动了三四条南
小区环境秩序整体提升。目前，各
项工程已经全面启动 ，2020年春
节前， 三四条南小区居民们居住
环境有望焕然一新。

日前， 记者走进三四条南小
区， 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火热的施
工景象 。 拆违工作已经接近尾
声， 道路修复、 透水砖铺装、 外
墙整饰、 景观营造……据居民反
映 ， 这个有40年历史的老旧小
区， 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街道和
社区集中拆除了三四条南小区内
私搭煤棚等小微违建， 通过改造

拆违空间和原有闲置空间， 再对
过去的停车位进行科学规划， 改
造后小区可以增设停车位55个，
停车位总量达到329个。 与此同
时， 三四条南小区道路空间将整
合拓宽， 规划车辆流线、 规范行

车秩序， 保障消防通道的畅通。
团结湖三四条南小区紧邻北

京市妇产医院， 建于上个世纪80
年代初， 共有16栋老式砖混结构
居民楼 。 多年来形成的私搭乱
建、 飞线凌乱、 墙面污损， 又缺

少适老化和无障碍设施， 再加上
停车难、 停车乱， 这里的居住体
验已不复当年。

开展 “不忘初心 、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以来， 团结湖街道
自我加压， 老旧小区环境整治升
级为社区治理更新， 结合 “街乡
吹哨 、 部门报到 ” 等机制 ， 变
“我能给什么就给什么” 为 “居
民需要什么给什么”， 社区治理
向前一步， 未诉先办解决居民共
性难题。 经过调查研究， 结合社
区问题检视， 团结湖街道工委将
落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攻坚战放在了三四条小区
的整体更新上。

“三四条小区的治理更新攻
坚仗， 焦点始终围绕居民刚性需
求。” 团结湖街道相关负责人介
绍， 在前期调研中， 居民诉求主
要集中在环境差、 秩序乱、 停车

难、 公共设施不足， 聚焦这四个
问题， 街道和社区对小区更新方
案就修改了近十版。 得益于今年
上半年三四条北小区的整治经
验， 三四条南小区改造施工快速
启动、 有序推进， 整体更新工作
将于今年年底全面收尾 ， 春节
前， 一个全新的花园式小区将呈
现在居民面前。

三四条小区改造提升工程结
束后， 街道将继续探索小区治理
综合模式， 引导居民广泛参与社
区各项工作， 打造 “共建共治共
享” 的治理格局。 此外， 还将根
据居民诉求， 适时启动其它小区
整治更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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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海淀区甘家口街道很
多居民见面打招呼的方式， 不再
是 “吃了吗”， 而是 “今天去社
区活动吗”。 今年5月， 甘家口街
道将原来街道和社区两级的党员
活动室、 道德讲堂、 文明市民学
校等各类社区活动阵地进行整
合， 成立了甘家口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 街道24个社区全部设
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实现了
活动统一组织发布、 志愿服务力
量统一调配、 供需有效对接。 通
过开展理论宣讲、 文化服务、 科
技与科普服务 、 健康健身服务
等， 让居民学习在社区、 欢聚在
社区， 打造有温度的社区生活。

近日， 位于花园村甲10号的
甘家口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热
闹非凡，手工制作、舞蹈排练、书
法课程等9大类课程同时开展，现
场参与活动的群众有300余人。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同时也是街道居
民活动中心所在地 ， 总面积有
2500平方米， 设有残疾人温馨家
园、老年大学、图书馆、舞蹈排练
厅、合唱教室等十余类活动场所，

能够同时容纳上千名居民活动。
“经常来活动的居民，就跟我们的
亲人一样，如果有两天没见着，我
还总惦记着。 ”甘家口街道居民活
动主任赵少芬一边向记者介绍一
边与居民热情地打着招呼。

如何在空间资源有限的前提
下， 满足地区居民的文化生活需
求， 一直以来是甘家口街道的一
件 “民生要事”。 甘家口街道立
足独特地区资源禀赋， 经过多年
来的探索， 逐渐形成了特色基层
文化品牌和基层文化活动供给模
式。 自2011年起， 甘家口街道连
续九年在中央电视塔下开展 “中
塔炫” 消夏文艺演出， 每年春天
在樱花烂漫的玉渊潭公园开展千
人春季健走， “一塔一园” 文化
品牌活动迸发着勃勃生机。

除此之外， 甘家口街道还开
展了 “家门口的大舞台”“社区里
的评书联播”“地区科技节”“青少
年创客营” 等系列文化科普类活
动，每年举办300场以上，累计覆
盖地区居民三万余人。 这些办在
社区里、 送到家门口的文化活动

得到了居民的欢迎和广泛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文化活

动的蓬勃开展和居民素质的不断
提高， 甘家口街道居民活动中心
的 “志愿者之家 ” 成为了地区
17895名志愿者的大本营。

在这里， “夕阳再晨” 志愿
服务队开展的 “科技助老” 志愿
服务走进了老年人中间， 志愿者
们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和电
脑， 帮助他们跟上子女成长和时
代发展的脚步； 在这里， “发芽
行动” 志愿服务项目启动， 数千
名的北京地铁安检员们来到地面
上， 通过共享单车摆放等志愿服
务活动向公众传递正能量。 在这
里， 来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本科
劳模班的志愿者， 用职业专长为
居民播放露天电影、 教剪纸、 做
宣讲， 让榜样的力量和工匠精神
在社会中传递。

“志愿服务 甘心为您”———甘
家口街道的志愿服务口号传递在
居民中间，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居
民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中来，
用爱心和行动服务大众。

团结湖街道三四条小区上演“变形记”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本报记者 白莹

金卫伟业为保安员健康“买单”
□本报记者 周美玉

近日，北京金卫伟业保安服
务有限公司组织一线保安员体
检，把企业党组织、企业方和工
会对职工的关怀落实到实处。

金卫伟业公司工会主席成
洋介绍， 由于保安行业的特殊
性， 决定了保安员值夜班成为
常态。 今年以来， 北京保安系
统的保安员在执勤中发生了猝
死的情况。 “一定要做好保安
员的身体检查， 建立一线保安
员 ‘健康档案’， 要让保安员对

自己的健康情况 ‘心中有数’。”
公司党支部和工会领导一致提
出了这个建议。

保安员林松刚在昌平区的
医院体检中心完成了一系列项
目的体检， 他说： “我们大多
数来自农村， 平时没有体检条
件， 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一直处
于不了解的状况。 特别感谢公
司为我们组织体检， 我们一定
会好好努力， 为保北京平安作
出更大贡献。”

甘家口街道打造居民“暖客厅”

近日， “新时代·新经济·新
挑战” 企业发展论坛在西城区举
办， 吸引了近200名来自金融地
产、 科技企业、 实体经济、 行业
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嘉宾参与。

面对企业广泛关注的问题 ，
此次论坛活动， 西城企联特别邀
请了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国际经济综合研究室主任王海
峰；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
院长、 紫光讲席教授周皓作主题
演讲， 同时邀请了磁云数字首席
运营官胡雪强以“双链融合·产业
创新升级新动能”作了主旨演讲。

在圆桌论坛环节， 参与嘉宾
围绕 “金融科技·创新发展” 主

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共同探讨了
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杠杆率、
房地产、 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
在金融科技、 金融创新背景下，
如何防范新形势下的风险， 并分
析了宏观经济形势， 以及结构升
级中的新产业投资机遇。 此外，
参加论坛的企业家们也纷纷参与
互动， 几位参会代表分别就 “金
融业对外开放， 对企业而言有哪
些红利” “企业家如何更好地借
鉴顶尖学术成果来发展企业 ”
“企业家可以怎样应用区块链技
术推动企业发展” 等问题与专家
互动研讨。

本次论坛主题紧扣经济发展

和时事热点， 台上台下、 专家与
企业家各抒己见， 摆观点、 亮思
路， 内容丰富且富有前瞻性， 呈
现了最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成
果。 论坛现场氛围浓厚， 受到了
西城区辖内企业的欢迎。

西城企联会长李书兵表示 ，
今后， 西城企联将围绕 “构建良
好营商环境” 和 “进一步扩大金
融业开放” 等内容， 竭诚为辖区
内的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优质的服
务， 构建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提供与高端智库专家面对面交流
的平台， 希望企业家通过论坛受
到启发、 拓展思路， 助力企业未
来发展。

□本报记者 陈曦

200企业家聚会金融街共话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闫长禄

“很荣幸能被刊载书中，我
将继续发挥劳模精神、 工匠精
神，为燕山石化公司作出更多的
贡献。”北京市劳模、燕山石化公
司工人刘胜利说。 近日，根据燕
山石化公司党委的部署 ， 由公
司工会、公司机关工委、文学协
会、行政事务中心融媒体部联合
编撰的 《燕化英模风采录》C卷
由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燕化

英模风采录》C卷收录了自2007
年至2019年燕山石化公司涌现
出的55位获评省部级以上先进
人物的个人传记和先进事迹。

据了解，燕山石化先后编印
了《燕化英模风采录》系列丛书
A、B、C三卷，将公司成立以来50
年间涌现出来190名省部级英模
人物的先进事迹以报告文学的
形式进行了编纂收录。

《燕化英模风采录》 C卷发行

11月27日， 首都监狱系统 “五大改造” 教育读本丛书首发仪式
在京举行。 该套丛书是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组织精干力量集中编写
“五大改造” 教育读本丛书，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正式公开发布并
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五五大大改改造造”” 教教育育读读本本发发布布

讲述燕化55位先进人物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