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了人脸识别，很快就能进
小区。不是社区的人进不来，我们
住着更放心了。 ”家住门头沟区城
子街道龙门新区三区的李阿姨说。
近日，记者了解到，由城子街道研
发出的“社区盾”已在各个社区中
投入使用， 使用范围从居民出入
管理到党员活动、创城、垃圾分类
及 “12345”诉求分析等社会治理
多个领域，完善大数据收集统计，
提升基层“智”理精细化水平。

在龙门新区三区小区北门附
近的卡口设置了人脸识别 “盾
眼”， 该系统配合体温测量仪、红
外热成像摄像头等硬件设备对进
出社区人员进行脸部识别、 体温

测量等信息记录。 居民通过仅需
要几秒钟的时间。据悉，目前城子
街道内的4万余名居民，都已录入
信息，回家仅需“扫脸”通过，节省
了小区卡口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盾眼”也在小区内的每个垃
圾桶站上安放，通过摄像头，垃圾
分类指导员可以“在线”进行垃圾
分类指导。 指导中利用远程辨识
居民身份， 精准地提供垃圾分类
指导服务。

此外， 社区网格员， 可在手
机端 、 PC端的 “社区盾 ” 系统
中随时随地上传反映社区内环境
卫生、 垃圾分类、 公共设施等创
城热点问题的图片和问题线索，

由社区、 街道层层回应解决， 网
格员可随时查看问题解决进度。
实现人、 地、 物、 事、 组织的有
效管理。 同时， 推进了各项创城
指标的落实和居民诉求的即有即
办、 未诉先办。

值得一提的是， 在遇突发事
件时，“社区盾”可实现街道、社区
“两级”应急指挥调度，利用 “盾
视会议” 系统， 随时调度各点位
上的社区干部、 志愿者发送事件
现场视频、 照片， 实现发现问题
立即响应， 线上调度， 提升工作
效率 。 “盾视会议 ” 上 ， 还可
开展党员云端培训 ， 实时记录
“三会一课”、 党员发展等情况。

□本报记者 闫长禄

■首都职工志愿服务在行动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本报记者 王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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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首个大学生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揭牌

10月21日， 记者来到密云区
石城镇捧河岩村村外， 看着水流
湍急的白河蜿蜒而下， 缓缓注入
密云水库。被水利部评为“全国最
美河湖卫士” 的石城镇镇级河长
何立军在常规巡河， 他与村级保
水员拉起家常。

“即便是节假日，也几乎看不
到游客涉水了。保水这几年，村子
周边的生态环境好了，游客多了，
民俗户的收入也增加了。 ”听到村
民这番话， 何立军也感慨几年来
密云水库流域保水工作的不易，
但也坚信在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生态文明理念的过程
中，石城镇百姓正在保水富民“两
不误”的道路上大步前行。

据介绍， 石城镇地处密云水
库上游，9条河流穿境而过， 全长
118公里， 保水护河任务十分艰
巨。 “在全面推行河长制初期，清
除取缔河道两侧民俗户侵水旅游
项目，劝阻游客侵水行为，我们几
乎是举全镇之力参与保水工作。 ”
采访中， 何立军向记者介绍说，
“那段时间，各级保水员以及村镇
机关党员干部几乎都在巡河现场
和保水工作中。 ”

随着当地村民保水意识的提
高， 现如今密云水库上游流域已
看不到游泳、钓鱼、漂流、烧烤等
污染行为， 清澈的河水掩映着两
侧青山， 眼前画面美不胜收。 当
然， 这样的成果不仅得益于完善
的保水治水制度， 更要归功于各
级河长和保水员的坚守。

何立军介绍， 为全面推进保
水工作， 石城镇充分调动基层保
水队伍力量 ， 从2017年全镇190
名保水员， 到如今落实400多个
生态公益岗位， 老百姓的参与，
让保水工作在保障村民生计的基

础上有序推进。 虽然关闭的涉水
漂流、 烧烤等污染行为， 短暂减
少了靠水吃水百姓的经济收入，
但随着白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提
升， 百姓迎来了一条全新的生态
发展之路。

近年来， 各种扶持政策的倾
斜， 正帮助那些在保水工作中做
出牺牲和支持的民俗户提档升
级，打造更高端的精品民俗产品。
全新打造的沿河观景步道和平
台， 吸引了无数游客在这里流连
忘返。就拿捧河岩村来说，村里的
59家民俗户， 虽然停下了侵水经

营， 但优质的生态环境让他们迎
来了更多的回头客。 以前年收入
十几万元的民俗户， 经过提档升
级， 如今的年平均收入已超过60
余万元。

何立军说，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的石城镇老百姓， 正依托着优
质的生态环境换取 “金山银山”。
接下来， 将落实全镇精品民宿的
政策性补贴， 全力升级改造镇域
内污水处理厂站， 完善河道两侧
基础设施和环境提升， 为促进民
俗旅游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为老
百姓增收注入新动力。

10月21日，记者获悉，昌平区
首个大学生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揭
牌并正式落户昌发展·奇点中心，
今后将为更多有志创业的大学生
搭建创新创业平台， 提供场地支
持和政策服务保障。

“在今年举办的北京市创新
创业大赛中， 昌平区获得11个项
目的推选名额，6个项目获得市级
奖项，均在全市名列前茅，而这些
参赛项目中， 就有不少大学生团
队。”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据了解，之所
以将昌发展·奇点中心定为昌平

区大学生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也
是因为这里位于沙河高教园西
侧，与北科大、北师大、北航等多
所高校为邻， 拥有与高校链接的
位置优势， 可充分发挥创业孵化
基地资源集聚和引领作用。

“大学生创业开始仅是想法、
骨架， 需要资金及平台资源来实
现这一梦想。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大二学生张智栋和他的“友小
淘” 平台是本次揭牌仪式上两个
签约入驻项目的其中一个， 在助
力乡村振兴、 解决农产品滞销方
面，“友小淘” 成为了大学生参与

乡村建设发展很好的施展平台。
据了解， 占地面积3800平方

米的昌平区大学生创业孵化示范
基地，为创业大学生提供了500个
工位， 大学生不仅可以 “拎包入
驻”，还可以享受到两年的免费场
地支持， 以及工商注册、 融资对
接、 人才招聘等一系列相关孵化
服务。除此之外，毕业五年以内的
昌平区高校毕业生新创办个体工
商户或中小微企业， 每吸纳一名
昌平区城乡劳动力， 并稳定就业
半年以上，都将享受2万元一次性
奖励的自主创业补贴。

提到丰台区首都职工志愿服
务总队 的 志 愿 者 们 ———“蓝 马
甲”，对于丰台区居民来说一点不
陌生。 多年来丰台区服务总队始
终活跃在辖区内各个社区、 企业
中间 ，面对面 ，心贴心 ，让 “蓝马
甲” 成为丰台区大街小巷上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疫情防控期间，丰台区9万多
名职工志愿者在区总工会及各级
基层工会的带领下， 投入到全区
22个街乡园，400多个社区及村镇
的抗疫一线。 他们中有来自本社
区、本村的居民，在各村、社区的
卡点处进行值守； 有来自各企业

单位的职工，通过电话询访、实地
走访、 社区防护APP等方式对各
单位的开工情况、防护情况、管控
措施、 办公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解
摸排；有来自社区的社会工作者，
每天为居家隔离或不便出门的居
民，提供无微不至的配送服务；还
有来自公务员队伍的下沉干部，
在核酸检验现场身着防护服挥汗
如雨地为前来检验的群众提供引
导、登记等服务……“蓝马甲”在
疫情防控中行动着。

今年垃圾分类是“蓝马甲”积
极响应的又一项重大活动。 职工
志愿者踊跃参加各类线上、 线下

垃圾分类的培训活动， 他们作为
垃圾分类的倡导者、宣传者、实施
者， 在动员引导全社会参与垃圾
分类工作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
用。 云岗街道职工志愿者自编自
导， 为居民演出 “垃圾分类我先
行”情景剧，并在各社区开展“圾
分达人”的活动；南苑地区职工志
愿者根据不同受众群体开展不同
形式的主题活动； 东高地街道职
工志愿者带领职工、 职工家属及
辖区内居民开展了系列垃圾分类
互动游戏， 在游戏中提升亲子关
系、 家庭关系， 更将学习垃圾分
类知识的意愿带进了诸多家庭。

近日， 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外
社区举办主题为 “邻里守望相助
共建美好家园”的邻里节活动。活
动将党（团）员回社区报到、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等社区重点工作
相结合，关注热点、关注民生，助
推社区重点工作。

据悉，今年以来，安外社区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达210人，累计服
务近200天，值守1800余小时。 在
邻里节的“抗疫先锋”环节，社区
对优秀单位代表和优秀个人代表
给予表彰。 通过优秀单位代表彭
鹏、付文斌的讲述，使居民深刻体
会抗疫期间形势的严峻和抗疫的

艰难， 增加社区居民疫情常态化
的防控意识。

在邻里节中“垃圾分类游戏”
环节，通过轻松的游戏，提升社区
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强化居民垃
圾分类知识。

活动当天，“社区小管家”服
务队为居民提供磨剪子、磨刀、理
发、心理咨询、医疗咨询等多项服
务，服务居民100多人。

安外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第二届“社区邻里节”活
动，消除社区邻里间陌生感 ，创
造 邻 里守望和互帮互助的社区
氛围。

□本报记者 张晶

丰台“蓝马甲”成为街巷最美风景线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安外社区邻里节上讲述抗疫故事

社区居民边唠家常、 谈论着
社区轶事， 边用毛笔、 画笔创作
楼门装饰艺术品……近日， 望京
街道花家地西里社区居民议事厅
重装亮相 ， 环境升级 、 设施增
多、 功能拓展， 为居民活动、 议
事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

装饰一新的议事厅， 采用多
彩的透明亚克力围挡， 结合花西
议事厅的Logo， 既有围挡天然的
功能性作用 ， 又代表着一种开
放、 多元素的议事厅特色， 院内
木色、 白色相间的座椅桌子， 给
社区居民提供和谐便利的议事空
间， 四周废旧轮胎的再利用， 使
得这个议事厅小院尤为的亲近和
谐， 犹如悠闲在自家小院般。

议事厅成立以来， 为居民解
决了楼管道堵塞、 青少年缺少活

动场地、 停车秩序混乱等问题。
原来的议事厅空间局促， 功能单
一。 今年， 社区启动改造计划，
对议事厅进行改造， 拓展空间功
能。 如今居民议事厅环境优美，
还增加了桌椅、 仪器， 议事协商
更方便。

记者了解到， 为推动为民办
事常态化、 机制化， 构建沟通交
流 、 议事商讨 、 解决问题的平
台， 花家地西里社区联合青年
惠梦艺术服务促进中心开展美
丽家园社区会客议事厅试点建
设， 对原有议事平台进行硬件升
级、 内容延伸， 高效破解辖区内
居民关心的热难点问题， 以此强
化居民自治， 进一步丰富社区服
务的供给内容， 提高社区治理和
服务能力。

□本报记者 孙艳

望京花家地西里社区议事厅重装亮相

10月 21日 ， “智汇海淀 ”
———卫生健康人才论坛在海淀举
办。 本届论坛是 “智汇海淀” 人
才主题周活动重要板块之一， 来
自国家卫生健康委、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西苑医院的
专家、 学者、 行业精英以及抗疫
一线宣讲员齐聚一堂， 深入探讨
科学防疫举措， 分享一线抗疫经
验 ， 助推各级医疗体系协同创
新， 推动促进各层次卫生健康人
才共同发展。

论坛上， 与会的4位业界顶
尖专家围绕 “卫生健康人才体系

化建设和重大疫情防控 ” 等话
题， 进行经验分享和学术交流；
7名来自抗疫一线的优秀代表分
享了在疫情一线艰难时刻与时间
赛跑、 与病魔搏斗的感人故事。

此次论坛采用主会场和分会
场相结合的形式， 主会场以卫生
健康专家论坛和抗疫主题宣讲为
主， 分会场以卫生健康人才学术
交流活动为主要内容， 引导凝聚
广大优秀卫生健康人才积极投身
健康海淀建设， 为海淀区域创新
和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
健康保障。

□本报记者 白莹

城子街道“社区盾”升级基层“智”理水平

石城镇“河湖卫士”带领百姓保水富民“两不误”

“智汇海淀”卫生健康人才专家论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