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在菜百”服务队27年坚守志愿服务一线

□本报记者 张晶

东城多措并举化解疫情期间劳动用工隐患

深深入入实实施施垃垃圾圾分分类类和和物物业业管管理理两两个个《《条条例例》》
努努力力建建设设和和谐谐宜宜居居美美丽丽家家园园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李奕龙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彭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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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诉即办，五类服务助无物管小区焕新生

赛区可回收并持续利用融化
雪水与自然降水， 赛事临时设施
支持重复利用， 见缝插绿、 因地
制宜、 借助科技大面积造林……
在北京2022冬奥会张家口赛区 ，
绿色、 环保、 可持续贯穿于场馆
建设和周边配套设施建设的各个
环节， 正在悄然让张家口的 “颜
值” 愈发美丽。

施工土石方不浪费
蓄水池回收利用雪水雨水

云顶滑雪公园是北京2022冬
奥会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的主
要竞赛场馆， 建有U型场地、 坡
面障碍技巧、 平行大回转、 障碍
追逐、 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6条
赛道。 记者日前来到公园现场，
赛道沿着连绵起伏的山坡依次排
列 ， 处处可见造雪设备 ， 到冬
天， 经过集中造雪， 这里将变成
银装素裹的雪上乐园。

相关负责人介绍， 建设过程
中， 赛道和场馆区域挖土石方约

39万立方米、 填土石方约35万立
方米， 多出的土石方转而用于临
建道路铺设、 造雪设备井渗水及
护坡 、 挡墙 、 排水等设施的建
设， 做到了施工时精准测量和规
划， 最大限度减少了运输距离，
实现了土石方挖填平衡， 降低了
工程建设过程的碳排放。

在位于云顶滑雪公园不远的
山地新闻中心南侧地下， 新建了
一座10万立方米的蓄水池， 将对
融化雪水、 自然降水进行高效回
收存储， 在雪季时可作为造雪用
水。 据密苑 （张家口） 旅游胜地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束文介绍，
赛道和场馆区域的雨水渠设施正
在施工 ， 计划 2020年 10月底完
工， 并将与现有主排水渠连通。
与此同时， 密苑公司正在对原有
总计18万立方米的三座蓄水池提
升改造 ， 加上新建的地下蓄水
池， 蓄水总容量将达到28万立方
米， 可以保障2022冬奥会及2021
世锦赛赛道造雪用水的需求。 此
外， 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的赛事

临时设施， 也将进行设计优化，
以便赛后持续回收利用。

区别于荒山造林
首次引入园林景观理念

古杨树工程区位于2022年冬
奥会云顶滑雪场和古杨树场馆群
周边， 造林面积1.39万亩。 张家
口市崇礼区林草局工程师杨建忠

表示， 该工程在设计时区别于以
往的荒山造林理念， 首次将园林
景观理念运用到山地造林中， 提
出了以 “奥运核心区生态景观整
体营造为核心， 以打造冬奥会核
心大林相生态景观为目标” 的设
计思路。

据介绍， 造林过程中， 将对
宜林荒山进行绿化全覆盖， 并对
疏林地和森林景观较差区域采取

“见缝插绿、 提档升级” 的方式
进行景观提升；同时，按照适地适
树、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原则，选择
云杉、樟子松、落叶松、金叶榆等
20余种具有鲜明景观特色、 节水
耐寒的优良乡土树种， 营建树种
种类多样、结构合理、自然协调、
稳定健康的森林植物群落， 形成
近自然、 高质量的森林景观。

杨建忠说： “古杨树工程区
内各类苗木栽植数量达到137.65
万株， 同时， 为了全面提升造林
质量， 提高苗木成活率， 崇礼区
在工程区内条件较差区域配套建
设智能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5000
余亩， 通过对林地的气象、 土壤
等环境因子进行自动监测和数据
采集， 制定和执行科学的灌溉制
度和施肥制度， 实现对林木的节
水、 高效栽培， 有效破解了该区
域条件差的地块苗木成活率低、
长势差等难题。 未来， 工程区内
将形成 ‘春花烂漫、 夏日青葱、
秋色斑斓、 冬浸水墨’ 的四季景
观效果。”

雪上乐园增“颜值” 景观绿化提“衣品”
———探访北京2022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场馆建设

不久前， 怀柔区庙城镇政府
收到一封来自丽湖嘉园18号楼全
体居民的感谢信， 感谢镇政府、
滨河社区服务站逐步解决了他们
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的
各类问题。 丽湖嘉园18号楼这个
昔日管理混乱、 环境脏乱的无物
管小区， 如今呈现出干净整洁、
环境优美、 邻里和谐的新风貌。

丽湖嘉园18号楼是职工福利
房， 共5个单元， 105户住户。 居
民入住近10年。 小区出现周围环
境脏乱差、 电梯无法正常运行、
日常维护无人管理等问题， 2019
年接到市民服务热线投诉57件。

在回复这些投诉的过程中，
庙城镇政府指导滨河社区服务站
逐门逐户听意见， 收集了居民们
提出的包括改建新电梯、 清理违
章建筑、 建设小区绿地、 施划停

车位、 增设分类垃圾站、 建设遮
雨棚、 安装道路照明和多点位摄
像头在内的17项治理愿望， 并进
行分类汇总和原因分析， 因地制
宜提出了为无物管小区提供环境
卫生、 绿化美化、 设备维护、 治
安保障、 秩序治理等五项 “菜单
式” 服务的解决办法。

“在无物管小区投诉问题的
解决上， 不能光考虑一时一事，
必须通过沟通共管让居民逐步接
受花钱买服务的理念， 为下一步
完成引入物业公司管理奠定基
础。”庙城镇政府主管副镇长昝大
勇介绍，所谓五类“菜单式”服务，
就是由政府列出一份投入与运维
的费用清单，让居民了解政府即
将在哪些方面投入资金作出根本
改善， 而居民又应当按照市场规
律承担哪些后期运维费用， 让居

民们像点餐一样选择自己愿意且
有能力承担的服务类别。

“丽湖嘉园18号楼管理中最
难的是改建电梯， 因为投入费用
大 ， 运维成本要分摊到每家每
户。 经过镇政府2个月持续地与
居民协商最终达成一致， 以政府
投入、 住户运营维护的方式进行
改建。” 庙城镇滨河社区工作人
员曹蕊说， 小区电梯已在7月底
改建完成， 现已投入使用。

在无物管小区治理工作中，
庙城镇将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
映的问题作为切入点， 不仅充分
采纳群众建议意见， 更从长远治
理考虑， 通过提供五类服务做保
障， 因地制宜减负担的方式， 带
动无物业小区逐步走市场化道
路， 走出了汇聚民智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的新路子。

在首都职工志愿西城区服务
总队中有一支由902人组成的专
业职工志愿服务队伍， 他们连续
27年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 服务
时长达数万小时， 他们就是首都
职工志愿 “爱在菜百” 服务队。

说起这支志愿服务队， 附近
的老街坊几乎无人不知，因为，服
务队常年坚持开展“爱在菜百 金
质服务五进”活动，面向职工群众
提供首饰清洗维修、 首饰咨询鉴
定、反假维权、红线编织以及首饰
文化知识讲座五项服务， 为全面
提升服务质量， 菜百公司还按照
不同的品类，形成了《黄金珠宝首
饰知识讲座目录》，以菜单的形式
向社区报到， 为职工群众提供感
兴趣的首饰文化讲座。

近三年来，“爱在菜百” 服务
队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010次，
提供服务近6万人次，服务人数达
2.3万人，累计服务时长近3500小
时。值得一提的是，每年的学雷锋
日都是 “爱在菜百” 服务队集中
开展志愿服务的重要节点。

去年， 恰逢第20个中国青年
志愿者服务日， 志愿服务队更是
开展了学雷锋青年志愿服务月系
列活动。仅学雷锋日当天，志愿服
务队便开展志愿活动21次， 当月
累计开展志愿服务126次， 服务
3200余人次。

今年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突
如其来， “爱在菜百” 服务队队
员们在坚守好本职岗位的同时 ，
更有队员下沉社区参与疫情防

控， 奋战在防疫一线。 下沉社区
的队员一天工作都在8至10小时
之间， 他们无惧风雨严寒， 获得
了社区工作者以及街坊邻里的一
致好评。 在此期间， 他们详细了
解社区疫情防控情况， 协助社区
完善相关措施制度， 主动协调解
决社区防控工作难题， 为加强疫
情期间的人员防护、 巩固疫情的
阶段性成果而不断努力。

如今， 志愿服务已经成为菜
百公司的重点品牌活动之一， 志
愿服务精神和志愿服务意识根植
在每一位菜百人的心中 。 下一
步， 志愿服务队随着企业发展而
扩宽服务广度， 加深服务维度，
加大服务力度， 为更多职工、 百
姓带去更多实实在在的服务。

研判重点隐患企业、 进行全
面摸排检查、“一案一策” 制定处
置方案、坚持“一人投诉举报，全
面摸排检查”。近日，记者从东城
区人力社保局劳动保障监察队了
解到，疫情期间，他们不断加大工
作力度，多措并举，全面做好劳动
用工隐患化解工作。

据悉， 东城区人力社保局依
托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协
调小组， 建立了企业劳动关系动
态监测平台， 组织44家成员单位
对本行业、 本地区重点企业的劳
动关系进行集中分析， 研判受疫
情影响可能引发的群体性欠薪、
裁员等劳动关系风险隐患， 并对
重点隐患企业积极介入、 主动教
育， 确保隐患得到提前化解。

在疫情期间， 东城区人力社
保局劳动保障监察队还开展了劳
动用工隐患排查， 重点关注餐饮
服务、 文化旅游、 教育培训等受
疫情影响严重行业， 截至目前，
共对辖区1638家用人单位完成摸
排检查。

针对摸排出的重点隐患， 东
城区人力社保局主管领导亲自负
责督办， “一案一策” 制定处置
方案， 坚持对隐患化解情况进行
定期会诊、 定期调度， 并与涉事
单位负责人、 劳动者进行面对面
约谈， 通过调解的方式督促纠纷
尽快化解。 截至目前， 已成功调
解案件137件 ， 涉及单位21家 、
金额432.1万元 ， 切实将群体性
讨薪隐患化解在最前端。

“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是每
个家庭最常见的两种垃圾， 值得
注意的是核桃壳由于质地坚硬不
容易粉碎， 较大程度会损坏厨余
垃圾当中的末端处理设备， 它们
都属于其他垃圾……” 开学后不
久， 在海淀区上地西里小区内，
上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队员
们正在向12名垃圾分类小小志愿
者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上周六上午8点， 小小志愿
者们正式 “上岗”， 有的来到小
区垃圾桶旁引导居民正确投放生
活垃圾， 有的则拿着夹子捡拾散
落在绿地和道路的垃圾并投放到
正确分类的垃圾桶内， 有的还会

给居民发放垃圾分类指导手册，
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垃圾……这12
名小小志愿者来自上地实验学校
的初三年级。

据了解 ， 上地西里社区是
2010年北京市垃圾分类首批试点
社区， 目前小区其他垃圾和厨余
垃圾日产量约200-300公斤。

上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
队长张凯明介绍说： “作为执法
部门除了日常检查之外， 宣传普
法也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跟上地
实验学校的孩子们一起开展这个
垃圾分类的志愿宣传活动， 能够
通过孩子更好地推动垃圾分类的
实施。”

怀柔区庙城镇：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彭丹

小小志愿者上岗 创垃圾分类新风尚
■首都职工志愿服务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