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2020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 荣文静 校对 / 李娜 徐伟

小瓦窑村打造丰海石三区交界处城市新地标

南苑街道“柠檬黄”助推垃圾“绿色”分类
本报讯（通讯员 史莉）
“大叔，您这
个水果皮和果壳属于厨余垃圾，要放在
厨余垃圾桶里。卫生纸、一次性餐具纸
杯、塑料袋都是属于其他垃圾，您在家
里收拾的时候记得要将垃圾分开投
放。”近日，
“柠檬黄”成为了南苑街道垃
圾分类工作中的一股新力量，文明引导
员化身垃圾分类宣传员，向居民们宣传
垃圾分类。
全员岗前充电 确保宣传落地见效
5 月 23 日，南苑街道文明引导员走
进阳光星苑社区组织开展了“垃圾分一
分 南苑美十分”
活动。队员们按照岗位
分工，
有的在社区垃圾投放点值守，
不时
提醒来扔垃圾的居民们做好垃圾分类；
有的向居民发放垃圾分类折页画册、分
类小宝典，耐心讲解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及意义。文明引导员主动投身垃圾分
类，
为南苑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南苑街道还在文明引导员上岗前
组织专场垃圾分类培训会，通过图文并
茂的形式，从“两桶一袋”分类方式、垃
圾分类标识、垃圾分类常见误区等方
面，结合具体实例进行了详细讲解，增
加了文明引导员对垃圾分类工作的知

识储备，为他们走进社区进行垃圾分类
宣传奠定了坚实基础。
队员争做居民的
“分类向导”
“大骨头不属于厨余垃圾，
因为它体
积大，
难以分解，
因此应归属其他垃圾。
”
“有害垃圾投放时要注意轻放，如易挥

发，请密封后投放。”……自打南苑街道
文明引导员们走上垃圾分类宣传员岗
位，
垃圾成了他们的搜索目标，
特别爱对
它们
“挑三拣四”
。每次出门看到街坊邻
居拎着袋垃圾，都要不自觉地“盘问”一
番，遇到熟人“不留情面”地直接指出垃

本报讯（通讯员 蔡晖）日前，位
于丰台、海淀、石景山三区交界处，
吴家村路与张仪村路交汇路口东南
侧，建设用地 28100 平方米的卢沟桥
乡小瓦窑村产业园项目奠基启动。
按工程进度，30 个月后，一座集
酒店、5A 级写字楼和体验式商业的
城市综合体将呈现眼前，为社会企
业和周边市民提供时尚办公、精品
购物、特色餐饮、文化娱乐、生活休
闲等优质便捷的服务。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18 万余平方
米，由两栋近 80 米高的主楼和一栋
由 6 层逐层递减的开放式立体街区
式商业裙楼组成，其中酒店地上 19
层共 3 万余平方米；写字楼地上 18
层近 4 万平方米；商业街区部分 4 万

圾分错类，
现场教学纠正错误。
文明引导员为了能在垃圾分类宣传
中做到“万无一失”，平日里可没少下苦
功，
一有空就翻翻宣传折页、
上网下载学
习资料，
把分类技巧、
好点子分享到队员
群里、社区居民群里，大家还不时讨论、
交流分类心得。不少居民坦言：
“大部分
垃圾还是能分对类，但是也会有个别容
易混淆的总是拿不准。多亏有文明引导
员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磨耳朵’，才让一
个个
‘小困扰’
迎刃而解。
”
“垃圾分类是一场‘持久战’，需要
大家共同参与，把点滴活动融入生活，
让居民在行动中实现由‘要我做’到‘我
要做’的转变，让垃圾分类成为简单的
事，让保护环境成为习惯的事。”南苑街
道文明引导队队长郭金萍说道。
据悉，
2020 年 5 月以来，
南苑街道以
“垃圾分类 文明先行”为主题积极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组织 20 名文明引
导员下沉 12 个社区，通过发放宣传折
页、
互动趣味游戏、
现场教学讲解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指导居民正确投放垃
圾，
助推生活垃圾
“有必分”
“分必对”
，
让
垃圾分类成为简单的事。
XFTB020

本报讯（通讯员 冯心怡）5 月 24
日，东高地街道组织召开贯彻落实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培训会及党
建引领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委员会
建设启动部署会，街道领导班子、各
办公室、中心、所队副科级以上干
部、各社区干部、辖区产权单位、物
业负责人、派出所等近 100 人参会。
培训特邀北京市物业服务指导
中心副主任吕向东对 2020 年新出台
的《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进行解
读，对《条例》中八个主要创新点和
新增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对新

这个市场垃圾减量 6 成

旧条例的变化进行对比说明。
作为典型的单位型街道，东高
地街道辖区内有 10 个社区共 16 个
小区。根据计划，街道将在 2020 年
完成辖区范围内物业整建制改革，
在 5 个小区建立业主委员会，在 11
个小区建立物业管理委员会。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
非常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对今后
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下一步，
街道将按照工作要求，加快进度，以
点带面，整体推进，完成业委会选举
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 XFTB009

“老伴儿走了，我来问问他的党费交齐没……”
本报讯（通讯员 于文华）近日，
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来到新村街道丰
西社区居委会，找到社区党委书记
王兴旺，第一句话就是：
“王书记，我
老伴儿昨天下午走了，我想问问他
的党费交齐了没有，要是没有的话，
我来给他补上。
”
这位老人名叫靳香菊，
他的老伴
孙清海是丰西社区退休的老党员，
老
两口虽然只有一人有退休金，
收入不
高，但一直支持社区工作、热心公益
活动。就在今年 2 月，孙清海老人不
顾天气寒冷、身体孱弱，亲自来到社
区为疫情防控捐款 1000 元。当时的
场景社区工作人员都还记忆犹新。
听完靳香菊老人的话，王兴旺
感慨万千，一是遗憾孙清海老人的
路旁的野花争奇斗艳，枝头的樱桃晶莹剔透。日前，长辛店镇中华名枣庄园的樱桃熟了。
中华名枣庄园，是集果品保护、科普教学、观光采摘、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创意农业生态园，占地
面积 772 亩，其中樱桃种植面积达 80 亩，园内所种植的樱桃树共 5000 余棵，以红灯、美早、沙米
豆、早大果、佳红等传统品种为主。此外，园内还种有鲜食大枣 100 余品种及苹果、杏、石榴等
优质果品。
方芳/文 赵智和/摄

东铁匠营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启动延时服务试运行
本报讯（通讯员 张妍）根据丰台区
政务服务管理局统一安排，各街乡镇政
务服务中心将于 5 月 30 日前建立完善
延时服务机制。5 月 25 日，东铁匠营街
道政务服务中心先期启动延时服务试
运行，提前五天进入“早晚延时办，中午
不间断，周六不打烊”服务模式，每天十
小时不间断守候，为辖区居民提供政务
服务便利。
早上 8 点，居民林先生到达政务服
务大厅，测温登记后，顺利领取了新更
换的社会保障卡。上周二，林先生发现
社保卡损坏，前来办理换卡业务，得知
需要四个工作日才能取新卡，他有些着
急。原来，他已经挂好了 25 日的专家

余平方米，涵盖餐饮、商超、零售、电
影院、城市会客厅等主要功能；园区
内还提供了能容纳 855 辆机动车的
地下 3 层停车场，并配有 167 个新能
源汽车充电桩，能够充分满足消费
者的停车需求。
卢沟桥乡小瓦窑村党总支书记
刘春华介绍：
“项目周边多为社区配
套商业，规模和辐射范围偏小，而周
边居住生活区较多，亟待区域级的
商业中心来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
经过多次研讨和设计修改，最终项
目定位为多功能城市综合体。在满
足周边百姓生活所需的同时，更能
激发这一地区的城市活力、提升区
域形象，成为地区未来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的锚点。
”
XFTB008

东高地街道召开《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专题培训会

纸盒泡沫就地分拣 果蔬垃圾现场
“榨汁”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颖）轰鸣的机器声中，一位工人
用三齿叉将一堆生菜叶叉进机器里，另一位工人用铲子扒
拉着，另一边的出口处，生菜叶已经被搅碎成渣……这是
记者在卢沟桥乡岳各庄批发市场看到的一幕。果蔬垃圾
现场“榨汁”，纸盒泡沫也在市场内分拣资源化，多措并举，
市场出场的垃圾减少了 6 成。
作为农产品批发市场，包装用的泡沫塑料盒、纸箱以
及果蔬垃圾量是非常巨大的。
“那种三四吨的车，多的时候
能拉出 20 车。”岳各庄批发市场总经理戴树森告诉记者，
因为市场主打北京市各大宾馆、饭店、机关、团体、部队等
的农副产品配送服务，配送的蔬菜水果基本上都是半净
菜。比如生菜，商户们会把外面的叶子除掉，这样就产生
了大量的蔬菜水果废弃物。
当前北京市党政机关和社会单位产生的生活垃圾量
约占垃圾总量的 50%，这部分垃圾做好分类，就能解决一
半的问题。作为一家大型批发市场，岳各庄市场履行社会
责任，开展垃圾减量、分类工作。
戴树森介绍说，市场购置了 3 处大型的碾压式垃圾粉
碎机，将蔬菜水果废弃物进行粉碎。
“ 形象地说就是‘榨
汁’，汁液经过 3 层透水池处理后排放进污水管道，剩余的
残渣再作为厨余垃圾进行处理，体积能够减少近 7 成。”戴
树森介绍说。除了对果蔬水果废弃物进行处理外，市场还
在东部和南部设置了纸箱和泡沫塑料盒回收点。每天能
回收 1 吨左右的泡沫塑料箱，纸箱能有六七吨，各种塑料
袋也能达到 500 斤左右。通过这些垃圾减量、分类，岳各
庄市场运出市场的垃圾从原来的 20 多车下降到现在的七
八车，减量 6 成左右。
XFTB008

综合新闻

号，恰好在取卡当天，如果按以往办公
时间办理业务，取完卡再赶到医院，时
间十分紧张。得知 25 日将要试行延时
服务，特意赶早前来取卡，拿到新卡，林
先生放心了：
“ 办完业务才 8 点 06 分！
我现在出发去医院，不但能赶得上取号
看病，时间还有富余。
”
据了解，
延时服务启动后，
东铁匠营
街道政务服务大厅工作时间变更为周一
至周四 8:00—18:00（周五 8:00-16:00）、
周六 9:00-16:00。早提前，晚延后，中午
持续在，周六正常开，充分满足辖区居
民和单位错峰办事的需求。
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温悦宏介
绍，
在延时服务方案制定阶段，
本打算使

用“早晚弹性办”的预约服务模式，但为
了进一步精简流程方便百姓，政务服务
中心大胆创新，
把
“弹性办”
升级为
“常态
办”，只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工作时间内，
无需预约，
到现场即可进行业务办理。
“常态办”对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
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尤其是早中晚时段
和周六，只有部分人员在岗，却要能够
快速准确地完成居民办理的不同业
务。尝试“常态办”的底气来源于工作
人员过硬的业务能力。多年来，政务服
务中心每周五下午都会开展“全要素业
务培训”，76 大项政务事项，226 个细分
领域，要求工作人员全面学习掌握，并
在实际操作中相互带教，让每名工作人

员都能够成为精通各项业务的“多面
手”。延时服务试行首日，业务办理和
学习仍在同步进行，十二个“老带新”双
岗服务窗口正在忙碌，一人主办，一人
观摩，边操作边讨论交流，在实践中练
就全面能力。
为让辖区居民及时了解“延时服
务”，东铁匠营街道政务服务中心重新
印制便民服务联系卡，提前公示变更后
的工作时间，并组织社区广泛宣传。在
为期五天的试运行期间，中心将及时调
整岗位人员匹配，优化业务办理流程，
为这项全新便民举措的正式施行做好
准备，切实解决居民“上班没空办、下班
没处办”
的痛点问题。
XFTB013

猝然离世；二是感念身为党员家属
的老人，在亲人离世后第一时间想
到的是代替他履行党员义务。
经核实，孙清海同志的党费已
经足额缴纳，王兴旺随即向老人说
明情况，并搀扶老人回到家中，代表
社区党委和上级党组织向他们致以
关怀和慰问。
这就是老党员的情怀，他们永
远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
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不忘自己
的初心和使命。他们用平凡而又不
平凡的事迹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
人，默默无闻、脚踏实地书写着“一
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值得我们用
实际行动去崇敬、去怀念，用自己的
一生去学习、去看齐。
XFTB014

男子因分手情绪失控砸前女友宝马车获刑
近日，
丰台法院审理一起因分手
失控导致的故意毁坏财物犯罪案件。
2020 年 1 月，被告人刘某某因感
情纠纷到本市丰台区某小区被害人
陈某家欲取回个人物品，被害人未
开门。后被告人刘某某在该小区地
下车库内，用锤子、铁锨将被害人陈
某的白色宝马牌轿车的前后挡风玻
璃、车灯、反光镜、天窗及车前机盖
等砸坏，案发现场正处在地下车库
监控死角，后小区保安巡逻到此处
才发现车辆被砸并报警。经鉴定，
被砸车辆的修复价格为人民币八万
余元。后被告人刘某某在现场被北
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大红门派出所
查获，其在到案后能够自愿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现被告人家属已修
复被害人车辆，
并取得被害人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故意毁
坏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
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应予处罚。被告
人刘某某到案后能够自愿如实供述

自己的犯罪事实，
且已修复被害人车
辆并获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
以故意
毁坏财物罪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
被告人表示其情绪失控做出砸
车的犯罪行为，一时冲动给被害人
带来损失，给自己的家人造成痛苦，
给自己带来触犯刑法的严重后果，
其感到追悔莫及。
为减少此类案件发生，
丰台法院
提示：
第一，
正确处理感情纠纷，切莫
过激宣泄情绪伤害自己和他人的人
身和财物；第二，双方情感交往后分
手，要妥善处理好交往期间所涉及
财物问题；第三，小区物业公司应当
加强安全管理，在地下车库等居民
放置财物的关键场所安装摄像头，
预防毁坏、盗窃居民财物等违法犯
罪行为发生。 （丰台法院 张慧心）

关于第七批
“抗疫之星”和
“三全社区”
评定结果的通知
为进一步弘扬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奋进、顽强拼搏，我区在防控一线开展了“争当‘抗疫之星’，争创‘三全社区’”主题实践活动，
引发积极反响。本期我们把最新第七批评选结果公布如下，相关人物事迹会在
“抗疫之星”
点赞活动中陆续发布，
请大家积极参与，
为我们身边的优秀人物点赞！

“抗疫之星”
名单（第七批，45 人）
耿秀芝
陈 莹
陆 司
厉玉双
李书利
李 敏
田炳伦
赵 珅
张焕鑫
李 默
王淑娟
王兴旺
房忠民
段 毅
王艳燕

丰台街道北大街北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服务站站长
丰台街道东大街东里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
丰台街道东安街头条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
卢沟桥街道大井社区退休党员（志愿者）
中建一局退休职工（志愿者）
国润商务大厦党委书记（楼宇党建工作者）
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控股有限公司职员（区下沉干部）
金隅大成时代大厦物业项目部客服经理（驻区单位代表）
太平桥街道东管头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太平桥街道菜户营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
新村街道造甲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新村街道丰西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新村街道银地第二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主任
新村街道银地社区服务站站长
东铁匠营街道横七条路第二社区党委副书记

■ 本报地址：丰台区文体路 2 号
■ 总编辑：乔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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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昱
宋雪娜
刘 安
李瑞菊
武 爽
林广峰
张 宁
赵秋平
王蓓婷
李亚楠
杨 红
付丽娟
朱慧颖
孔 婷
刘佳昕

东铁匠营街道四方景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东铁匠营街道刘家窑第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区公安分局蒲黄榆派出所民警
西罗园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主管护师
区财政局会计科未定职人员（区下沉干部）
区公安分局洋桥派出所民警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苑乡所副所长（在职党员）
右安门街道迦南大厦楼宇工作站站长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与行政管理
部副主任（驻区单位代表）
区财政局四级主任科员（区下沉干部）
大红门街道彩虹城第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大红门街道光彩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大红门街道建欣苑东区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大红门街道石榴庄东街第二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
东高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组护士

■ 电话（传真）：63868091
■ E-mail：tougaoftb@126.com

于丽静
赵玉娜
马晓峰
王建军
吴 波
杨 静
李一宁
商利蕊
侯 亮
杨 茜
张 磊
杨士武
张悦涵
王长顺
王孟垒

北京鑫益丰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主管经理（驻区单位代表）
马家堡街道派出监察组一级科员
和义街道社区建设办公室科长
宛平城地区便民服务中心四级调研员
区环卫中心宛平环卫所业务班长（区下沉干部）
长辛店街道杜家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长辛店街道芦井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
航天六院 101 所田城中里离退休党支部书记（驻区
单位代表）
卢沟桥乡菜户营村金兴苑小区物业党支部书记
卢沟桥乡市民活动中心文艺组职员
北京马连道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
花乡高立庄村村委会副主任
花乡社区建设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长辛店镇东河沿村村民代表
王佐镇农业服务中心九级职员

■ 印刷：北京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排版：北京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三全社区”
名单
（第七批，
10 个）
卢沟桥街道金家村第一社区
卢沟桥街道六里桥社区
卢沟桥街道五里店第二社区
太平桥街道丽湾社区
新村街道育芳园社区
新村街道三环新城第二社区
东铁匠营街道红狮家园社区
右安门街道开阳里第二社区
大红门街道石榴园南里第二社区
和义街道和义东里第二社区

■ 审校：
北京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发行投诉热线：
67613292（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丰台区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