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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北京国际汽车贸易服务园区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说到位于古城西路的汽车园区相信很多人
一定不会陌生，这个集结了众多 4S 店、汽车维修、保险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汽车园区，为石景山人民

民生

古城西路

的汽车服务提供了很大便利。

汽车园区门脸房疏解中
走出办公室
寻找七节点

在园区南侧是一排沿街的密密麻麻的
小 门 脸 房 ，经 营 范 围 主 要 是 汽 车 维 修 、保
养、轮胎销售等，由于店铺紧邻人行便道，
每当有车辆来此维修，占道情况便时有发

日前，京原路 7 号·社区青

生，给周边居民出行带来了一定影响。近

年汇和老山启明星·社区青年

日，记者从古城街道获悉，这些商铺已经进

汇组织参加“倡五大青年行动，

入疏解阶段。

建和谐宜居之都”活动，共有 50
名青年积极参加。
比赛分为七个节点，每个

昨天上午，记者在古城西路看到，这排临
街的门脸房外侧已被施工围挡遮住，只留工
作人员进出的小门开放，有店铺人员在收拾、

节点有一个小任务，任务完成

打包店内物品。透过施工围挡看到店铺的门

后会在指环上记录，用时最快

头牌匾上写有各自的经营内容，以汽车维修、

的小组获胜。活动中社工也陪

轮胎出售、更换零部件等为主。

同寻找节点，并在途中帮助迷

古城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排门

失人员寻找节点。参与活动的

脸房共有 36 家，将全部被疏解。石景山区工

贸易服务园区疏解范围内的经营主体开展综

而古城西路紧邻首钢园区，目前北京冬

青年兴致非常高昂，像在寻宝

商分局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召开了疏解整治

合执法检查，着力推进该地区的城市环境综

奥组委已经在首钢园区内办公，来自国家队

一样。经过一个半小时，所有

的专项调度会，成立了由古城街道办事处、区

合整治，促进西长安街延长线一代转型升级，

的花样滑冰运动员、短道速滑运动员、冰壶

人员均通过所有节点并安全回

发改委、区商务委、区城管执法局、区工商分

提升冬奥组委会周边环境。

运动员也已陆续入驻首钢园区冬训中心配

到集合点。结束后，青年分享

局、消防支队、区环保局、市交通委石景山运

到：已经有很久没有参加这种
室外活动了，老在办公室坐着，

据悉，北京国际汽车贸易服务园区成立

套运动员公寓并上冰训练，未来还有冬奥会

管处及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执法八队等执法部

于 2000 年，南临长安街西延线，北临阜石路，

比赛项目将在首钢园区内举办。相信，随着

门组成的综合执法专项工作指挥部。

位于首钢园区东侧，是北京西部一家集新车、

冬奥会的到来，石景山的环境也将得到很大

身体素质都不好了，但是有机

按照疏解转型调度会议工作要求，各执

旧车、零配件、保养维修检测、美容、清洗、展

提升。

会参加青年汇的活动，让大家

法部门每天出动执法力量，对北京国际汽车

示展销等于一体的大型汽车贸易服务园区。

文并摄/记者

胡晓宁

再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
好，感谢青年汇。

家里淹了 立马向
“结对帮扶”求助

文/京原路 7 号·社区青年汇

是工作人员立即到老人家楼上了解情况，敲

居委会要求，每名老街坊防消队员要负

开门后获悉住在这里的是承租户，向其说明

责 2-3 名空巢老人，防消队一周内至少要到

“我结对帮扶的空巢老人家里被水淹了，听说

情况后，承租户表示会通过中介联系房东，让

空巢老人家中入户两次，现场排查空巢老人

是楼上漏水，老人家里的地板都被泡了，咱们

房东尽快来进行修缮。昨天，记者从居委会

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同时，随时通过电话

快去看看吧。
”

获悉，目前中介公司已经联系上房东，房东将

等方式叮嘱老人注意用电、用气安全，确保能

尽快前来处理。

及时发现不安全的隐患苗头。

每名消队员负责 2-3 名空巢老人

偶尔还陪老人说说话、聊聊天

前几天的一个下午，古城街道西路北社
区的云阿姨风风火火走进了居委会的大门，

相约石景山
你我不孤单

七夕就要到了，石景山共

青团要给单身青年创造一次
“相遇”，希望在七夕 Party 上能
开 启 你 们 的 故 事 。 8 月 17 日
（周五）晚 19:00-21:30，万商花
园酒店七层多功能厅，将举行
由共青团石景山区委员会主
办，石景山社区青年汇承办的
推动区域团建，共创文明城区
“相约石景山 你我不孤单”青年
人才交友联谊活动。活动将汇
集 200 位 来 自 军 队 、企 业 、高
校、医院、高端商业、区机关、基
层团组织的单身青年，开启一
段奇妙的
“相遇”之旅。

空巢老人家漏水 首先想到求助云阿姨
西路北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听了云阿姨
的话，一分钟都没敢多耽误，立即和管辖警务

空巢老人遇到困难知道找谁求助，这得

“这些工作已经成为防消队员们的日常

站的工作人员赶到空巢老人家中查看情况。

益于该社区完善的结对帮扶机制。关书记

机制，而且独居老人在家中也很寂寞，队员们

一进门便发现，卫生间门口处的房顶被洇湿

说，西路北社区有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

上门还能陪他们说说话、聊聊天。”关书记说，

了一大片，不时还往下滴着水，导致其下方的

是在“老街坊防消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老

24 名防消队员均来自西路北社区的退休人

地板也被水泡的翘了起来。

街坊手拉手防消组”，而服务对象正是社区里

员、积极分子、楼门长等，在经过消防队消防

70 岁以上的空巢独居老人。

官兵培训合格后才上岗。

这对儿空巢老人的情况居委会很清楚，
“老两口已经八十多岁了，儿女不在身边，而

关书记介绍说，为了更深入地做好社区

空巢老人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

且住的也比较远。”居委会关书记告诉记者，

安全的宣传教育，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的苗头，

题，加之老旧小区设施陈旧，跑水、漏雨时有

生活中遇到这种情况，老人第一个想到的便

尤其是考虑到针对空巢独居老人的消防意识

发生，而结对帮扶覆盖到了西路北社区所有

是向和他们结对帮扶的云阿姨求助。

淡薄，生活上也缺少关爱和帮助的情况，
“老

70 岁以上独居老人，为他们提供实实在在的

街坊手拉手防消组”的 24 名队员便和社区里

服务，得到了老人和子女的认可。

西路北社区是老旧小区，6 层的板楼没
有电梯，80 多岁的老人上下楼也很费劲，于

文/记者

的 34 名空巢老人组成了结对帮扶。

胡晓宁

报名方式：关注“青春石景

2018
“人文之光”社会科学知识竞赛火热开启

山”，找到七夕活动报名的历史
消息，点击“阅读原文”下载报

答对 6 道题 可领两盒酸奶

名 表 ，发 送 至 sjstqwxc@126.
com，或 者 直 接 将 报 名 内 含 信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北京青年

息（姓名、性别、照片、籍贯、出
生年月、文化程度、手机号码、

报社于 8 月 6 日至 9 月 16 日，举办 2018“人

毕业院校及专业、工作单位及

文之光”
社会科学知识竞赛。

奥会)，
还包括
“一城三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问卷填写、提交。答题页面采用动态题库，每

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要内容。

次将从题库中随机选取 10 道题目供参与者

活动期间，
《北京青年报》
《北青社区报》将

作答。前 1.2 万名答题正确率在 60%以上的

职务、爱好特长）发送至“青春

本届社科知识竞赛以
“新时代、新思想、新

在竞赛重要节点刊发文章，
北青社区传媒旗下

参与者都可以收到领奖信息。获奖者可凭领

石景山”公众号后台，静静等待

北京”为主题，试题内容既涵盖习近平新时代

的 30 余个微信公众号也将对竞赛进行全程推

奖信息于 8 月 13 日后，凭答题以后获得的验

小 编的回复。名额有限，额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等党

送；
北京市社科普及网站——人文之光网和社

证码，到建西苑北里 2 号楼底商 2-9 社区驿

为止

的重大理论创新，
也包括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科普及微信公众号——
“京社科”也将建立答

站领取君乐宝开啡尔常温酸奶两盒。

周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等大事要事；
既涉及与

题专区，
与北青社区报微信公众号共同完成初

市民密切相关的 2018 北京的“三件大事”(即

赛。同时，北青社区报、社区青年汇也将在线

精心组织实施新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以疏

下对活动进行推广，
方便社区居民参赛。

报名时间：即日至 8 月 14 日
（周二）中午 12 点
咨询电话：68607206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进京津冀协

为了方便居民参与线上初赛，主办方开

同发展，
全力筹备好2022 年北京冬奥会、
冬残

发了在线答题系统，居民可以在移动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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