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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家堡街道凯德mall商场里，逛街的居民发现一张
张蓝色的海报张贴在各个店铺的门口，上面除了疫苗打败
病毒的小漫画和防疫口号，其中占去大部分的橘黄色框起
来的表格，可以填写单位名称、员工人数、接种比例和安全
等级，一目了然，清晰准确。

这是时代风帆楼宇党委为每一家接种疫苗的商户精
心设计准备的疫苗接种情况告知书。告知书的张贴能够
让周边的居民了解企业接种新冠疫苗的情况，安全等级数
据的展示也能够让消费者更加心安。告知书下方增设的
二维码也可以让未接种的企业和居民参与到“构建健康屏
障，共筑免疫长城”的行动中来。许多来逛街采购的居民
看到了海报，主动向店员询问疫苗接种登记流程并现场扫
码登记。

2月23日上午，一位跟着家长来逛凯德mall的小朋友指
着入口处的便利蜂超市门口张贴的告知书说：“妈妈你看，这
个超市得了100分！”逗笑了站在门口迎接客人的店长郭金
松，他解释说：“小朋友，这个100代表着我们店的员工全员
接种了新冠疫苗，这样你和妈妈来买东西才更放心啊。”他表
示：“很早便关注到了马家堡街道关于新冠疫苗接种的消息，
当楼宇党委联系我说为企业提供了专场接种的服务时，我立
刻组织全体员工报名登记。我们做超市工作，每天迎来送往
的客人比较多，疫苗的接种不仅对自身的健康安全是一种保
障，也更是对店里顾客的一种保护和负责。”

在这张告知书上，还有一句“感谢贵单位对疫情防控
工作的支持”，时代风帆楼宇党委书记韩青说：“这就是我
想对企业单位说的话，他们支持我的工作，我就想着也应
该做点什么回报他们。他们的支持不仅仅是我工作的动
力，也是对自己的负责，更应该收获更多的客户信任。”

据了解，根据丰台区疫情防控统一部署，马家堡街道、
时代风帆楼宇党委迅速开展宣传、动员、组织接种新冠疫
苗相关工作。在为期四天的辖区企业专场接种中，马家堡
街道商务楼宇现已累计接种员工2000余人次。截至目前，
所有已接种疫苗的200余家企业中，接种率大于90%的企
业已超过 70%，安全等级为 A（高于 80%）的企业已达到
90%。 （李冉 项坤洲）

孝敬不缺席

作者：张志刚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颖）眼前这组数据，颇有些让
人惊奇——一个有近4万居民的老小区，2020年居民拨
打12345热线反映的问题仅200多个，平均算下来，一个
月的诉求电话才十来个。

这是怎么做到的？惊讶之余，再来看看另一组数据
——社区党委的“掌上微信12345接诉平台”和物业企业
的“24小时接诉平台”2020年共接听了6万多件居民的
各类诉求，90%以上都是当天解决。

两组数据相对照，答案自然明了。
这个地方位于丰台，叫怡海花园社区，1997年开始

入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历史。2020年，社区党委开
通“掌上微信12345接诉平台”，与物业企业的“24小时接
诉平台”协同办理居民诉求，居民不用绕远求助12345，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诉即办”的暖心服务。

中午12时许，走进怡海物业服务大厅，空荡荡的，没
有居民来办理各项事务，而前台后面的物业客服中心却
传来电话声。客服石洋接起电话，面前的电脑屏幕上就
弹出了来电居民的情况及他以前反映过的问题。

“我们家下水道堵塞了，帮忙给联系个师傅来疏通
一下吧！”电话那头的声音响起。

“好的，我们记下来，尽快帮您联系！”挂上电话，石
洋在电脑系统上一阵操作，任务单已经派到了维修部。

这已经是客服中心当天接到的第 76 个电话了，其
他有需要往墙上钉钉子的，有要换灯泡的，有厨房暖
气渗水的，有卧室门锁打不开的，有门禁卡刷不开门
禁的……各种电话五花八门。每个电话后面都有个完
成状态栏，大多数标注着“已分配”，还有“已完成”“进行
中”和零星的“未分配”。

“我们的物业客服中心是24小时服务，三班倒，共有
14个人，包括客服前台和后台的楼管专员。”怡海达丰物
业总经理宋娟告诉记者，责任明确的居民来电就直接转
给相关部门，比如有偿服务如水管堵塞、换纱窗、疏通马
桶、换玻璃等，就直接转给维修部或是物业合作的第三

方服务公司，走市场模式解决；涉及小区环境秩序等问
题的转给秩序部或是环美部；如果问题责任并不明确或
是需要人员出面调解的，如车位被占、扰民等，则转给所
在楼宇的楼管专员具体解决，楼管专员有权力发起各个
部门的协调会。

这套流程走下来，90%以上的问题当天就能解决。
如果物业这边实在解决不了，就通过双平台机制与社区
居委会的“掌上微信12345接诉平台”协同办理。

“比如去年垃圾分类条例实施后我们准备优化垃圾
桶站的设置，就有居民打电话，要求保留自己楼门口的
垃圾桶。”怡海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姜琳娜回
忆说，那个区域位于一期恒泰园，涉及3幢楼，围成了个
回形区域，四个角各设置了一组分类垃圾桶，但试运行
期间发现，不在出口处两个对角线位置的垃圾桶利用率
非常低，几乎都是不满的，另外两组垃圾桶却总是不够
用。为了优化配置和守桶员力量，物业计划撤除这两个
垃圾桶。为了做通居民工作，物业与居委会共同给相关
楼门的居民们做工作。

“居委会和物业的工作人员上门找居民说明情况、
做工作，最终得到了大伙儿的认可。”恒泰园的居民郭素
梅告诉记者，现在那两个点位的垃圾桶站不仅撤了，而
且物业还给进行了绿化，安装了两组休闲椅，给居民增
加了休憩空间。

居委会和物业双平台随时联动，遇到难题及时形成
合力，共同解决居民问题，更换单元门就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

怡海花园恒丰园有6栋多层楼，2002 年入住，共有
28个单元门，日久年深，很多门都已经破损了。有居民
提出要更换单元门，但是更换需要动用公共维修金。为
这事儿，社区党支部、居委会和物业坐在一起研究解决
方案，征得了居民的同意，最终由物业上门找居民签字，
牵头跑手续，申请动用了公共维修金，统一更换单元
门。单元门的样式也是居民代表和党员代表一起去厂

家挑选的。
更换单元门，还有一个“小插曲”：旧门上半部分是

透明的，新门则是不透光材料，更换后门厅原有的灯就
显得很暗，居民们不乐意了。

“听到大家的反映后，社区和物业立刻把原来的灯
泡换成了同等功率的LED灯，亮堂是亮堂了，就是灯罩
看起来小气、不美观。后来我们又提了一次意见，物业
给换成了大灯罩，既美观又亮堂。”恒丰园居民靳元伟给
社区和物业竖起了大拇指。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去往北门的路夜间不够亮
堂，加装路灯；老人休憩的亭子边快递车乱穿行，加装挡
车桩；楼顶漏雨，催缴公共维修金修缮……在“双平台”
的合力作用下，一件件居民的烦心事不出社区就得到了
解决。

近4万居民一年12345诉求仅200多个，新村街道怡海花园社区——

有诉即办，居民求助不绕远
闻风而动 接诉即办

本报讯（通讯员 蒲金艳）大年
初一，南苑乡接到市民反映，槐房
北路和任家庄路交汇处的路面上
有一处人为涂鸦，面积占据两条车
道，影响市容市貌。南苑乡当即派
单，工作人员火速赶往现场查看，
市民反映情况属实。保洁人员立
即开展作业，由于涂鸦用料较为牢
固，无法彻底消除痕迹，需用专门
涂料进行覆盖遮挡。然而节日期
间商店均未营业，不能立即开展该
项工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诉
求人，向其说明工作进度，并沟通
下一步工作方案。

2月18日，春节假期后的第一
个工作日，商店开业，工作人员购
买专门涂料后，立即对路面涂鸦进
行刷漆覆盖工作，现已覆盖完毕。

自“接诉即办”工作开展以来，
南苑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
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以高
度负责的责任感，切实做到有诉必
应、有问必答、有难必帮。强化落
实“接诉即办”春节期间不打烊，坚
决执行 232 工单全程跟踪，“一把
手”亲自抓、亲自办，以“坐不住、睡
不着”的紧迫感，解决好群众身边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本报讯（通讯员 赵晨娟）节日
期间，宛平城地区假期“不打烊”，
服务更快速，坚持做到为民排忧，
群众诉求秒回应，时刻准备为群众
解难题、办实事。

宛平城地区在春节前总结历
年春节期间服务保障经验，对可能
出现的群众反映问题提前谋划研
判，特别增设“爱在宛平”春节应急
服务通道——83211537，全天候人
工值守受理百姓诉求，针对春节期
间常见的管道堵塞、垃圾清运、水
电维修等问题设立专项应急队伍，
立时响应，立即办理，立刻解决。

大年除夕晚上，“爱在宛平”服
务专线接到晓月苑第二社区的电
话，居民反映晓月苑五里地下绿化
水管爆裂，水都流到路上了，正是
大家赶着回家吃团圆饭的时候，路
上积水影响大家出行。应急电话
一响起，地区诉求处置中心立刻派
件应急队伍，10分钟后应急人员赶
到现场进行应急处置，排除漏水点
关闭阀门，并对路面积水进行清
理，一气呵成，处理完成已快跨年。
据悉，春节假期，宛平城地区“爱在
宛平”春节应急服务通道共接到电
话27件，全部第一时间解决。

南苑乡24小时“在线”解决好群众诉求

“爱在宛平”不打烊 温暖春节有保障把物业做成生活服务业
记者在怡海花园社区采访，发现到处能够

看到物业和居委会的联系电话，楼门口、公众号
上……居民要反映诉求，非常容易就能找到物业
和居委会。

物业和居委会的“存在感”不仅仅表现在触
目可及的联系方式，还在于给居民办理的一件件
实打实的暖心事。

作为创新之举，怡海花园社区党委的“掌上
微信 12345 接诉平台”和物业企业的“24 小时接
诉平台”形成双平台互动，凝聚起为居民服务的
强大力量，通过“有诉即办”的及时、暖心服务，把
物业做成了温暖近4万居民的生活服务业。在
这个过程中激发和培育社区共同体精神，推动形
成现代社区治理的新格局。

记者手记

连日来，王佐镇疫苗接种工作专班人员放弃节日休息
时间为辖区群众进行疫苗接种工作。在王佐镇党群服务
中心疫苗接种现场设置了临时休息室，为怀抱孩子的妈妈
提供单独的休息空间，避免大流量人群给孩子带来的风
险，同时开足暖气、提供热水，用37摄氏度的真诚服务助力
构筑全民免疫屏障。同时，严格疫苗接种现场消杀，做好
记录留存，加大接种人员组织力度，实现接种疫苗数量和
规范管理质量双提升，全面筑牢王佐地区主动免疫屏障。
镇村（社区）通过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和张贴通知等方式向
辖区群众宣传疫苗接种信息。 （何雅静）

丰台区积极开展疫苗接种工作

南 苑 街 道
充分利用居民
微信群、微信公
众 号 、宣 传 海
报、LED显示屏
等宣传平台，提
高群众对疫苗
接种工作的认
识。 （史莉）

春节前夕，南苑乡召开疫苗接种部署会，细化责任，明
确分工，全力组织和保障做好疫苗接种工作。各社区、村、
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纷纷成立疫苗接种先锋队，本单位党
组织书记任先锋队队长，作为第一责任人，第一时间研究
部署；党组织副书记为副队长，具体负责，落实工作；成立
疫苗接种工作组，抽调力量，专人负责，保证疫苗接种工作
的有序开展。同时，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微信公众号、微
信群等宣传手段，提高群众知晓率，积极消除群众顾虑，解
答群众疑惑。另外，各单位继续加大摸排力度，既组织好
本单位职工、村（居）民，也组织好辖区内企业、商户等管辖
范围内的各类人员疫苗接种。 （蒲金艳）

南苑乡

春节期间，位于王佐镇的南宫五洲植物乐园内，
开启一年一度的“火树银花不夜天”模式。从正月初
二一直持续到二月二，每天延时开放到晚上21时闭
园。晚上除了赏夜景外，五洲植物乐园内的30多项
儿童娱乐设施也将开放，在这里遛娃既可以在户外
观灯，也能在室内让孩子们尽情玩耍。

整个园区布置了数千盏各式各样的花灯，除了
牛主题的花灯外，还有鹦鹉主题的、十二生肖主题
的、熊猫主题的、齐天大圣主题的、鹿与鱼主题的，让
人眼花缭乱、流连忘返，处处都是游人打卡的最佳

“背景板”。
因疫情防控需要，全天将采取错峰游览的模式，

入园需至少提前两小时预约，市民可关注“多彩南
宫”“南宫旅游”“南宫五洲植物乐园”等公众号，或是
登录大众点评、美团、携程等平台进行购票、预约。

赵智和/文 贺勇/摄

长辛店街道疫苗接种现场。李海成/摄

马家堡街道 卢沟桥街道

卢沟桥乡

卢沟桥乡从购置设备、安装调试到制作标识标牌、强
化院感防控、统筹安排人员等，事无巨细一一落实到位，并
在接种现场按照防控要求设置了测温区、候诊区、登记区、
接种区、留观区及疫苗存储区、医疗垃圾暂存区等，加强各
区域环境消杀和院感管理，确保接种环境安全、流程有
序。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此次疫苗接种工作顺利开
展，得到了居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及好评。下一步，卢沟桥
国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按照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接种
工作流程，严格落实院感防控各项措施，做好受种者咨询
解答工作，确保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安全有序。 （穆慕）

王佐镇

为了满足市民接种需求，在完成重点人群疫苗紧急接
种任务十余万人次后，自正月初五起，卢沟桥街道正式转
入新冠疫苗规模接种工作阶段，截至2月23日，街道丰体
中心疫苗接种点累计接种14353人次，日均接种量超1790
人次。

街道第一时间成立疫苗接种工作专班，制定完善疫苗
接种工作方案及应急预案，将接种点保洁、消杀、医护、后
勤、现场秩序、数据等各项工作细化到人，实现全响应轮
岗，确保工作流程顺畅合理。

在丰体中心疫苗接种点内，接种人员通过扫码登
记、测量体温、信息核对、签订知情同意书、接种、留观 30
分钟共 6 个步骤完成接种，整个接种环节在一个小时左
右就能够结束，不少居民在接种完纷纷感慨“速度太快
了”。结合对每日人流的预测，接种点内目前共开设 10
个登记台、10 个接种台，划分登记区、接种区、留观区、急
救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入口出口均配有 1 名医生及 1
名保安的“黄金搭档”，在维持秩序的同时，随时为接种
人员答疑。

目前，卢沟桥街道新冠疫苗规模接种工作仍在持续开
展中，街道将继续完善服务保障工作，全力筑牢疫情防控
屏障。 （徐存阳 张鹏）

丰台区在21个街乡镇均设立临时接种点，并设置1个区级接种点，从大年三十当天开始部分临时接种点就已启用，并逐步扩大规模，到大年初六，全区22
个临时接种点全部投入使用，全区有上千名医护人员在疫苗接种点值守。

花 灯南宫千盏

持续到二月初二持续到二月初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