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为群众办实事

昌平“人社服务快办行动”方便办事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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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相结合“新路”
密云太师屯镇“五员”融合 打通保水“绿色通道”

“一年来， 镇域内的网格保
水员、 河长制巡河员、 保洁员、
公厕管护员、 农村公路养护员不
再各吹各号， 各拿各调， 而是实
现了统一管理， 合力干事。” 密
云区太师屯镇相关负责人说。 近
日 ， 记者从密云区太师屯镇获
悉， 该镇通过 “五员” 融合的方
式 ， 打通了保水 “绿色通道 ”，
逐渐走出一条生态保护和绿色发
展相结合的 “新路”。

太师屯镇位于密云水库之
畔， 全镇34个行政村位于水库一
二级保护区内， 镇域内网格保水
员、河长制巡河员、保洁员、公厕
管护员、 农村公路养护员等 “五
员”人数众多。以往，“‘五员’职责
重叠，分散管理，导致五类人员各

管一段，难以形成合力。 ”太师屯
镇党委书记胡勇表示，为解决“五
员”形不成合力的管理难题，太师
屯镇积极探索与创新，提出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 推动保水工作
向山水林田 湖 草 系 统 治 理 转
变 ”的工作思路 ，在镇保水大队
的组织架构上， 分别成立了镇生
态环境保护大队 ，由镇党委委
员 、组 织 部 长 任 政 委 ，主 管 副
镇长任大队长 ，全镇各部门参
与； 在各村成立生态环境保护中
队，由党支部书记任中队长，统一
村内“五员”的任务分配和工作职
责，形成了镇、村两级生态环境保
护体系。

小漕村在太师屯镇算是一个
大村，全村800多户，2100多人，村

域面积达到了9平方公里。地广人
多， 建设人居环境一直是一个难
题。 “村里的‘五员’加在一起有48
人，成立生态环境保护中队后，村
‘两委’班子制定了工作岗位职责
和管理制度， 并由两名村干部担
任副中队长， 中队的每名队员都
被分配了管护区域。 ”该村党支部
书记冯乃国告诉记者，“五员”融
合之后，每天上午分工负责，下午
集中整治，周末开展全村大扫除，
村里的环境发生了质的改变。

“现如今， 村内的卫生死角
没了， 杂草、 垃圾没了， 村民们
的生态环境意识也提高了， 不但
配合村保洁员进行垃圾分类， 看
到哪有垃圾也都是主动捡走放到
村内的垃圾桶里。” 村生态环境

保护中队副中队长冯云兰笑着
说， “以前干工作需要督促着大
家干， 现在 ‘五员’ 融合职责统
一了， 大家都是抢着干， 村民们
也都被带动起来了。”

“让人惊喜的是， ‘五员’
融合之后， 整个太师屯地区的生
态环境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采
访中， 太师屯镇环卫中心主任何
多忠告诉记者 ， 为了用好 “五
员”， 将 “五员” 的作用发挥到
最大， 太师屯镇制定了 《“五员
融合” 改制方案》 《太师屯镇生
态环境保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并和 “五员 ” 每个人都签订了
《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承诺书》。

与此同时， 加大监督力度，
“五员” 每天都要由镇里的巡查

员划考勤， 每个月都要召开一次
例会， 进行汇报和总结， 每年都
要进行一次打分评比 ， 奖勤罚
懒。 同时， 发挥已卸任的15个村
的老党支部书记 、 村主任的作
用， 将他们聘为督导员， 由这些
督导员到各村去暗访检查， 发现
问题后记入台账， 然后督导员再
拿着台账到村里督促整改， 3天
之内必须整改完毕。

一年来，通过“五员”融合，建
立两级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太师
屯镇实现了有队伍、有机制、有制
度、 有监督、 有评比的 “五有模
式”；通过整合、下沉、赋权，形成
合力，让原来“村里看得见，管不
着；区里管得着，看不见”的弊端，
得到了彻底改观。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斑马线是生命线， 也是文明
线、 爱心线。 连日来， 朝阳区持
续深入推进 “文明驾车 礼让行
人” 专项行动和文明城区创建工
作， 各主要交通路口部署交通民
警、 协管员、 公共文明引导员和
志愿者等力量， 采取执法与劝导
相结合的方式， 营造安全、 文明
的良好道路交通环境。

近日晚高峰， 记者看到， 在
北四环惠新东桥下车辆川流不
息， 人行道绿灯亮起， 斑马线上
一行人由南向北欲过马路， 但一
辆经路口左转的黑色轿车， 依旧
慢速挪动没有礼让行人， 正在路
口执勤的朝阳交通支队亚运村
大队民警伸手示意驾驶员靠边
停车。 “您好， 您刚才在路口遇
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

让行的违法行为， 根据我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 对您处以罚款200
元、 记3分的处罚 ， 希望您以后
遵 守 交 通 规 则 ， 做到文明驾
车、 礼让行人。” 听到民警的告
知， 黑色轿车司机表示一时走神
犯下错误， “驾驶陋习老毛病要
改一改， 我以后一定做到文明礼
让。”

“专项行动开展一段时间以
来， 经过多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共
同努力， 不少群众树立了文明出
行的意识， 如今， 文明素质提升
了， 主动避让意识强了， 秩序也
更井然了。” 朝阳交通支队相关
负责人说。 自7月21日以来， 朝
阳区在20个主要路口持续开展现
场行动， 截至目前共查处机动车
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2333起 ，

影响安全和秩序的交通违法行为
53634起。

此外， 朝阳区还通过组织专
业运输单位开展文明交通承诺、
文明礼让倡议 、 交通安全 “七
进”、 中小学生小手拉大手、 违
法源头追查等社会共治的宣管措
施 ， 持续推进 “文明驾车 礼让
行人” 专项行动， 发动全社会的
力量共同参与这项工作。

“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 ” 专
项行动还将持续进行， 接下来，
朝阳区将坚持 “综合施策、 协同
共治” 的理念， 更进一步地调动
各方力量强化交通安全工作， 号
召广大群众将交通安全意识牢记
于心， 倡导文明礼让新风尚， 带
动社会交通秩序环境的持续提
升。

深化社会共治 让交通秩序环境持续提升

朝阳推进“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专项行动
□本报记者 孙艳

为持续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 聚焦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
践活动， 住总集团党委列出了22
项实事清单， 其中就包括打造青
年人才公寓。 近日， 记者获悉，
住总集团为青年人才打造的第一
期专属公寓———开发公司 “住总
寓” 已经正式启动。

住总集团党委副书记龚雁介
绍， 住总青年人才公寓项目是集
团党委从实际出发， 在广泛征求
意见建议 ， 了解掌握基层情况
后， 主动回应青年职工在生活、
工作中的诉求， 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的根本体现， 也是集团党史学
习教育 “学党史、 悟思想、 开新
局、 办实事” 的首要项目。 “面
对北京市高房价的生活压力， 优
秀青年职工的住宿问题成为很多
用人单位关注的焦点， 也是许多

刚入职青年职工生活上的难题和
痛点。 通过前期调研， 住总集团
推出青年人才公寓能够解决部分
青年职工的租房问题， 让他们踏
实安心工作。 同时， 这将成为集
团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的重要举
措。” 龚雁说。

据了解， 住总青年人才公寓
按照 “成熟一期， 推出一期” 的
节奏平稳推进 。 首期开发公司
“住总寓” 是在住总集团党委的
重视和支持下 ， 集团人力资源
部、 行政保卫部、 资产部、 财务
部、 开发公司经过两个半月的线
上调研、 数据分析、 专题研讨基
础上推出的。 项目位于朝阳区垡
头翠成馨园小区， 包括103号楼
和130号楼两处， 共有108套房 。
为了大力支持集团人才发 展 战
略 ， 开 发 公 司 将 “ 住 总 寓 ”

130号楼打造成为住总青年人才
公寓， 共计59套房， 可为118名
职工提供租住 。 公寓内家电齐
全 ， 并配有智能管家管理服务
平台， 附近地铁公交出行便利，
职工可拎包入住。

为了将好事办好， 确保公平
公正公开， 住总集团人力资源部
对落实流程和准入准出方面提出
要求。开发公司根据《住总集团青
年人才公寓实施方案》 要求制定
了专项方案，从项目情况、租金价
格、入住资格条件、实施步骤、协
议主体、退出机制等作出规定。

为确保住总青年人才公寓启
动后能够平稳有序运行， 以第一
期 “住总寓” 为试点， 住总集团
将探索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预计
今年年底， 集团还将推出第二期
住总青年人才公寓。

住总集团为青年人才打造专属公寓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刘晓翠

“现在只需要带上工作证、
公章到现场， 跑一次腿办完所有
事儿， 太方便了。” 刘学栋是北
京信远博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
一名人事专员， 近日， 刘学栋到
昌平区社保中心办理建筑趸缴用
人单位农民工工伤信息登记业
务 。 因为此前已通过 “昌平就
业” 微信公众号预约了业务办理
时间， 现场仅用不到半个小时就
办完了业务。

刘学栋相关业务的快速办理
得益于今年7月昌平区正式启动
的“人社服务快办行动”， 针对企
业、 群众办理人社业务的难点、
堵点 、 痛点 ， 通过 “预约办 ”
“掌上办” “现场办” “下沉办”
“联动办 ” “延时办 ” “六办 ”
服务， 进一步整合事项、 优化流
程、 精简材料、 压缩时限。 办事
企业 、 群众可通过支付宝 、 微
信 、 “掌上 12333” “北京通 ”
APP、 “北京人社” APP等 “掌
上” 办理职工养老保险转居民养
老保险、 退休人员个人信息变更
等9项业务； 参保单位提前3个工
作日通过“昌平就业”微信公众号
预约现场办理业务……办事企

业、 群众在人社业务办理的各个
方面获得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昌平区人力社保局还着力拓
展办理方式， 8月， “十办” 应
运而生 。 “十办 ” 在原有 “六
办” 的基础上， 新增 “网上办”
“热线办 ” “上门办 ” “协调
办”。 其中， “上门办” 是指针
对交通不便、 留守老人、 残疾病
人等特殊群体， 主动上门办理；
“协调办” 则是针对企业群众在
办事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 特
别是跨部门、 跨层级、 跨地域的
事项， 加大统筹协调力度， 推动
事项的实质性解决。

与此同时， 昌平区公服中心
还大力推行 “网上办 ” “掌上
办” 服务， 办事企业和群众可通
过 “北京市人社局官网” 或关注
“北京人社” 微信公众号等方式，
线上办理开具调档函、 档案服务
预约等6项业务。

目前， 昌平区社保中心、 昌
平区公服中心、 就业、 人才等相
关部门的91项业务可 “网上办”，
就业登记、 失业登记、 灵活就业
社保补贴、 退休人员个人信息变
更等35项业务可 “掌上办”。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孙丽萍 刘畅

近日， “中国承诺 大国担当———‘30·60’ 碳达峰碳中和专题展
览” 在中国科技馆展出。 展览通过生动有趣的互动展品和图文并茂的
科普展板， 解读科学概念， 宣传国家战略， 讲述 “碳达峰、 碳中和”
故事， 引发公众思考和情感共鸣。 该展览面积约300平方米， 将展出
至11月14日， 之后将参加 “全国科普日优质主题展览全国巡展”。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中科 摄影报道

““碳碳达达峰峰、、 碳碳中中和和”” 科科普普故故事事开开讲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