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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社合力：丰台区政怡家园垃圾分类有新意
本报讯（通讯员 王旭坤）为切实推动生活

垃圾分类，提高居民参与热情和各类责任主体
履责积极性，丰台区东铁匠营街道政怡家园小
区遵循政府指导、物业履责、企业助推、社会参
与的原则，打好“三带二”王牌，以“区＋街道＋
社区”把方向、谋大局、定措施，带动物业公司和
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积极作为，严格落实《北京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科学配置垃圾桶站，创新
激励源头分类，积极调动企业力量，多方汇集守
桶人员，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新格局。

■政府指导，适时更新垃圾分类基础设施
东铁匠营街道按照“一小区一方案”的方

式，根据政怡家园小区基础情况，形成“小而美”
设施风格。小区共４栋居民楼713户，常住人口
1714人，街道通过先期投入和跟进指导的方式，
推动小区垃圾分类设施建设。

自5月初市、区两级调度会召开以来，办事
处根据市、区工作例会要求，及时跟进新技术和
新设施，对桶架进行更换升级，在垃圾桶上安装
拉环和“破袋神器”，方便居民正确分类投放。
居委会工作人员不断根据实践中的新发现迭代
升级设施，一方面探索试用“二代破袋神器”，让

破袋投放更加便利、安全；另一方面采用视频检
查手段，对不规范投放的行为上门提醒。同时
社区按区、街要求规范合并散放的大件垃圾点，
改造小区内大件垃圾存放点，设立绿色围挡并
在区域内划分为装修及大件垃圾、厨余垃圾、可
回收物临时存放处，使原有的存放点更加美观
实用。

物业公司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向前一步主动
作为，增加日常生活垃圾转运频次，结合定点守
桶和巡回守桶的方式，明确每组桶站的值守责
任人和工作标准，维护垃圾桶分类纯净以及桶
站周边卫生；改造小区垃圾转运站，增加内部空
间的同时，在转运站外进行地面改造，加装下水
道便于及时冲刷垃圾桶。

■企业助推，提智创新强化源头分类
为抓住社区生活垃圾源头关键，倡导居民

自觉源头减量，东铁匠营街道办事处、政怡家园
居委会协调物业公司正华天泰物业和市属国企
北京再生资源利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再
生资源一体化”管理方案，让垃圾分类和再生资
源回收有温度、有深度。办事处、居委会和物业
公司协调场地，引入“再生回收舱”，集再生资源

收回兑换、宣传展示、互动参与为一身的“再生
舱”，常驻小区便于进行日常再生资源回收和宣
传垃圾分类。“再生舱”自身建造主要采用再生
资源，如回收舱主结构是涂装改造的集装箱，地
面铺装的瓷砖源自建筑垃圾回收品，舱内的装
饰物、二手书是居民带来兑换的物品。回收舱
半开放展区命名为“体脂发电站”，在这里设立
了互动环节，动感单车可以在骑行中发电，骑行
3小时，即可为再生舱液晶标识充满电量，足够
点亮24小时……仅占一个车位的回收舱浓缩并
展示了“人人零废弃、万物可再生”的再生资源
利用理念。

居民日常可以到“再生舱”现场进行积分兑
换，把旧家电、衣物、书籍等按标准兑换，积分可
以在现场兑换同为中国供销合作社旗下的兄弟
单位产品，如百花牌蜂蜜、五得利面粉等。疫情
防控期间，为让服务更加便民更为个性化，北再
生公司通过居民电话预约、微信预约等方式进
行上门回收，并及时加入生活必需品进行积分
兑换，如大米、食用油、手纸等。自6月6日正式

“开舱”以来，共计回收废纸类1230公斤、饮料瓶
86公斤、废旧家电12台、废旧衣物33公斤、废金

属 110 公斤、废旧木质家具 120 公斤；累计交投
134人次；上门回收8户。开舱后居民纷纷前来
兑换，当天就实现兑换积分1500分，发放米、面、
蜂蜜等食品类物品20件，收纳框、垃圾袋、杯子
等日用品41件，纸巾类160件。“再生舱”得到居
民的一致认可，日渐成为日常休闲健身、浏览二
手书的一个好去处。

■宣传引导，内增外补多方力量参与
社区党委以党建引领、共建共享为理念，营

造政怡家园社区“小而美”氛围，以不断增强的
社区凝聚力带动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
自发性。小区常住人口1714人中有党员268人，
其中在职党员230人，另有志愿者24名，党员及
志愿者在社区人数中占比超过六分之一，他们
在社区中热心参与共建活动，为共享美好家园
不断贡献力量。

社区党委通过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作为
宣传员、指导员和监督员，带头自觉分类、参与
桶边值守，通过“一个党员带动一家人”、“一个
志愿者带动一家人”连接起更多的居民参与垃
圾分类、源头减量。除采用入户宣传、张贴海
报、悬挂横幅、小区门口驻点宣传等方式外，社

区党委还组织多项新颖的互动式宣传活动，融
入每月各项社区活动主题。例如结合《物业管
理条例》和《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颁布，街道、社
区党委和小区物业筹划“市花月季进社区”活
动，让居民从“赏花人”变成“种花人”，既能“以
花为媒”宣传垃圾分类和绿色生活理念，又能

“以花为证”展示社区建设、物业管理成绩，激发
全民参与共筑美好生活的热情；“垃圾分类 文
明同行”主题实践日开展有奖答题活动，居民对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北京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内容踊跃竞答，边听边学两条例、
新做法，把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爱护社区环境作
为文明新风尚。5月1日至今，该小区共举办宣
传活动 6 场，单场参与人数约 400 人，发放宣传
材料1700余份。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两个月以
来，经多方努力，该小区大多数居民已养成主动
分类的习惯。同比2019年6月第三方公司参与
分拣阶段，居民主动分类后厨余分出量从以前
的每天 2 桶 240 升厨余垃圾提高至每天 4 桶以
上，可回收物每天约80公斤。基本实现了垃圾
四分类、资源不浪费的目标。

6 月 30 日上午，卢沟桥乡域
内社会企业丰顺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中心聘请相关公司携车载移动
消杀设备，到岳各庄批发市场协
助开展食品级消杀作业。结合岳
各庄批发市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
的特点，当天消杀设备采用移动
式细水雾洗消灭火装备和无毒无
味调和药剂，药液通过 200 公斤
的高压泵喷出来，雾粒在空中弥
漫，并形成气溶胶，做到高效杀
毒，无死角喷射。各销售大厅、室
外公共空间经过1个多小时完成
了从内到外的整体消杀，进一步
保障了市场的安全健康环境。

穆慕/文 张雪峰/摄

本报讯（通讯员 黄锦云）“当我登录北京市电子税务局网上办税
时，系统提示有一份税务机关发来的电子文书，点开后才知道是告知
我公司有欠缴税款。经我们核对确实有将近20万元的税款没及时
缴纳，就赶紧把欠税缴清了。”近日，北京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财务
负责人吴迪在收到税务机关发送的电子文书后说，“这种税务文书电
子送达方式对我们纳税人来说接收很便捷，提示很及时，希望以后能
大力推广，尽可能减少违法违章给企业带来的税收风险。”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执法方式，国家税务总
局北京市丰台区税务局积极落实国家税务总局《税务文书电子送达
规定（试行）》，从6月1日起在欠税催缴管理中实施税务文书电子送
达这一新形式，税务人员通过金三系统将涉税文书以电子形式送达
纳税人，以此履行税收征管职责，及时告知纳税人存在的涉税风险。

丰台区税务局丰台税务所缴洋表示：“税务所之前在欠税日常
管理上，都是向纳税人当面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需要税务机关
制作纸制文书，并电话通知纳税人到所里来领取，工作效率不高，即
便以邮寄方式送达，还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改成税务文书电子送
达后，鼠标轻轻一点即可，既方便了纳税人办税，税务干部的工作量
也大大减少。”税务文书电子送达，这种执法方式全程无纸化操作，
在大力推行“非接触式”办税的疫情期间意义尤其重大。一方面提
高了税收征管效率，电子送达快捷高速，税务干部操作简单，纳税人
接收方便。既减轻了征纳双方的负担，又落实了征管工作要求。另
一方面也降低了税收成本，免去了邮寄费用支出和纳税人交通成
本。同时减少了人员接触，保障了疫情期间工作的安全有序进行。

截至目前，丰台区税务局共对151户欠税纳税人成功送达《税
务事项通知书》电子文书，纳税人已补缴入库欠税357万元。今后，
丰台局在其他征管工作中还将尝试大力推行税务文书电子送达方
式，以进一步优化税收执法，提高工作效率。

本报讯（通讯员 段红光）近日，北京市连续出现多例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针对疫情防控新形势，丰台区启动战时机制，当前正
值迎峰度夏期间，居民用电负荷较大，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地区居
民用电，尤其是11个重点小区的居民用电，区城管委经过与前线指
挥部、属地政府、区供电公司等多方协调，6月25日开始，对重点小
区电力设施设备开展巡检维护工作，避免因度夏期间用电负荷过大
发生停电事故。

据了解，区城管委要求供电公司“防疫”、“保电”两不误。安排
专业知识强、业务能力高、经验丰富的人员开展设施设备巡检维护
工作，并配备足够量的工具、配件等；制定巡查巡检计划和应急预
案，在保证设施设备正常运行的基础上，尽量减少进入小区频次和
人员，并按照防控要求和流程进行消毒。

同时，进入小区人员要正规佩戴N95口罩和护目镜、防护服、手
套等，持有绿色健康码和7天内有效的核酸阴性检测证明，配合工
作人员查验。巡检人员要相对固定，服从属地工作人员指引，严格
按照计划巡检路线进出小区，完成巡检工作后各专业公司要单独设
立休息区域，供巡检人员休息观察。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 通讯员 孙晶晶）近日，记者从区
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端午假日文化旅游市场安全、文明、
有序运转。

按照旅游景区“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各景区采取
实名制入园、分时段预约购票、执行30%限流入园及测温、
一米线和优化游览线路等措施，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有
序。精准把控旅游景区最大承载量、对可能出现的瞬时人
员聚集等情况进行实时提示和监督。

同时，制定《区文旅局关于端午节期间文化旅游市场平
稳有序工作保障方案》。端午节三天，区文化和旅游局累计
出动工作人员560人次，检查督导全区文旅企业445家次，
出动执法车辆29车次，发现疫情防控和旅游秩序方面问题
156个，其中立行立改87个，限期整改69项将于2日内整改

完毕并及时开展“回头看”。
负责人介绍，要求各景区加强汛期隐患排查治理，做好

隐患的信息排查、登记、整改工作。组织力量对景区内以及
周边山石坠落、山体滑坡等安全风险防范和隐患排查。统
筹做好文物文博场馆安全生产，确保假日文化旅游市场安
全平稳。严格执行领导在岗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做好
旅游数据统计、市场监管、投诉处置、咨询服务等工作，及时
上报工作资料和有关情况。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假日期间，重点监测的16家旅
游景区（11家营业）24家宾馆饭店（18家营业，含7家隔离酒
店）和3家乡村旅游特色业态企业（2家营业），共接待游客
5.9969万人次，营业收入117.96万元，分别为去年同期水平
的24.08%和14.28%。

又讯 记者从区环卫中心了解到，端午节期间中心
采取“双组合”即人机配合和人机结合工作模式，强化

“加频次、加车辆、加工作量”措施，在缩短作业时间和
提高路面洁净度的同时，有效降低劳动强度和道路扬
尘污染。

对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周边道路科学合理布控人工、机
械化清扫保洁作业力量，推行“人工精扫细保、机械深度保
洁”作业新模式，加大对公交站点、过街天桥、地下通道、地
铁口周边等人流量相对较为密集区域消毒消杀力度。同时
中心加大对垃圾楼（房）、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办公区域、
职工休息点）等环卫设施消毒消杀力度，加强垃圾分类管
理，优化垃圾收集、清运等环节流程，确保生活垃圾分类终
端收运处置有序。

本报讯（通讯员 许正虹）6月28日，丰台区市
场监管局对北京绿城锦绣低温仓储服务有限公
司和北京京泉辉腾仓储有限公司两家冷库进行
现场检查。据了解，丰台区率先启动冷库排查工
作，特别是对进口水产品、畜禽类食品进行重点
检查。

据丰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市场科郭少民介
绍，丰台市场监管局前期已经对全区范围内经营
性冷冻仓库进行拉网式排查，详细记录冷冻仓库
仓储信息，建立动态台账，做到情况明、底数清。
目前丰台区1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冷库有12家，
当天开展检查的就是台账中的两家冷库。

执法人员现场重点检查冷库经营者“一户
一档”登记造册工作，对档案中“冷库负责人、
从业人员核酸检测情况、经营食品”等重点信息
进行逐一核实。对冷库消毒记录、经营人员日常
防护情况；冷库内是否存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冷库内禽类、肉类进货是否落实查验《动物检疫
合格证》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的情况；是否
严格落实销售者主体责任；疫情期间是否囤积
过期、未经检疫或来源不明、质量不合格、证件
不齐的畜禽产品入库销售的情况进行了现场

检查。特别是对进口海鲜类食品，现场除重
点检查了《入境货物检疫检验证明》，还要求
经营者要提供《核酸检测合格证明》方可入
市销售。

据悉，为了确保冷库专项督导检查取得实
效，丰台市场监管局强化“排查、指导、整改”三
同步推进。在排查工作中，对冷库经营者同步
进行《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引导
经营者按照相关部门下发的《消毒指引》做好日
常消毒工作，同时提示冷库经营者疫情期间要
科学防控、有序采购，定期检查食品保质期，坚
决禁止冷库存放过期食品。对排查发现的问
题，加班梳理汇总，及时反馈，做到边查边改、立
行立改。

截至目前，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共出动执法人
员2010人次，检查冷藏冷冻食品经营户1089家，
丰台区11家大型冷库的经营人员、经营环境、经
营产品已经完成核酸检测。

下一步，丰台市场监管局将加大对冷藏冷
冻食品的监督检查力度，有效规范冷藏冷冻食
品市场秩序，保障辖区群众的食品安全和身体
健康。

丰台区率先启动冷库排查工作
针对进口水产品、畜禽类食品进行重点检查

检查当天，执法人员要求食品冷库经营者要
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加强行业自律，严格依法
经营，履行疫情联防联控“主体责任”和食品安全

“管理责任”，坚持把好“四个关口”。
一是追溯关。严格落实索票索证和进货查验

记录制度，建立健全全程追溯机制，特别是对进口
海鲜类食品，新增提供《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对未
能提供的一律不许入库销售。

二是自查关。每日检查冷库储藏温度、环境
卫生状况和食品保质期，按照相关要求对冷库经
营环境开展自行消毒和聘请专业消毒机构进行专
业消毒两结合方式，确保经营环境符合要求，不留
死角。

三是检测关。对冷库经营人员、经营环境、经
营产品进行全覆盖核酸检查，做好经营场所戴口
罩、测体温、“一米线”、消毒等防护措施，加强日常
健康防护宣传引导工作。

四是贮存关。严格按照食品标明的储存条件进行
存放，强化运输环节的冷链条件要求，保证食品在运输
过程中始终处于规定的温度环境，不得脱离冷链条件。

延伸阅读

给电力设施设备做“体检”

欠税电子文书“云”送达

端午假期旅游景区“限量、预约、错峰”平稳有序
加强汛期隐患排查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