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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1 日，三间房地区志愿反哺月活动双惠苑社区专场强势开启。太极潇洒飘逸、舒缓的动作，笃定的

”
三间房线下志愿反哺首秀来袭
动态

神情，一招一式刚中带柔……双惠苑社区太极队向大家展示了志愿者独有的魅力与激情，活动也在精彩的
表演中正式拉开帷幕。

随着活动的结束，火爆全场的志愿反

哺活动也正式开启，不少居民纷纷与小 e
留下最美的印记。现场共有食品、生活用
品等 40 余种反哺物资供志愿者兑换，志
愿者们热情高涨踊跃参与，场面热闹非
凡。此外，本次活动还邀请 20 余家共建
单位现场开展了健康义诊、免费理发等暖
心服务，切实为大家提供便利，居民连连
双惠苑社区总人口 11589 人，社区党

称赞。

委下设 5 个党支部，现有自管党员 194 人，

为充分调动辖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双报到党员 235 人。自“3e 通”平台上线

的积极性，现场设有垃圾分类大转盘游

后，
社区党委大力宣传推广，
鼓励居民积极

司代表、北京金海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双

戏，寓教于乐，以趣味的方式宣传普及垃

注册，
目前共有平台用户 776 人，
其中社工

桥分公司副经理秦正瑞，分享
“3e 通”小程

圾分类知识。

19 人、志愿者 280 人，均做到了 100%注

序为物业服务带来的改变，共建单位代

经过一上午的时间，三间房地区志愿

册。活动上，双惠苑社区党委书记王福柱

表、北京金玉盛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办公

反哺月双惠苑社区专场正式落下帷幕，百

作
“3e通”
平台推广应用经验分享。

室主任张红霞作发言。

余名居民参与其中，共产生订单 122 个，

为进一步规范及时办工作机制，明确
责任分工，双惠苑社区依托“六专”工作

累计消耗志愿积分 123648 分，兑换了价

地区工委副书记张国海对双惠苑社

值近 4000 元的反哺商品。不少居民主动

区 工 作 表 示 肯 定 ，并 强 调 ：整 体 来 看 ，

法，成立了党员先锋、爱心帮扶、文明督

“3e 通”平台在吹哨报到、接诉即办等方

导、环境治理、安保执勤、技术支持六支及

面作用发挥显著，通过规范“及时报、及

题，动员上万名居民运用“3e 通”平台上

时办”工作流程，实现了服务精准对接、

报民生诉求与需要，全力破解涉及群众

纪工委书记高毓飞、社区党委书记王福柱

治理精准落地。今年，地区工委持续深

利益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相信在社

在各社区陆续开展线下反哺活动，指导广

为六支及时办队伍授旗。

化“3e 通促民生”党建品牌，推进“ 智慧

工、党员、志愿者和共建单位的积极参与

大志愿者使用
“3e 通”平台进行积分兑换，

民 情 ”建 设 ，以“ 打 造‘ 千 百 万 ’，指 尖 解

和配合下，
“ 3e 通”能够在基层治理中发

同时，
线上反哺也在持续进行，
足不出户也

享作为一名党员先锋和及时办小分队的

民忧”为目标，着力发动上千名志愿者、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让更多群众受益、

能进行兑换，
暖心回馈让志愿者收获满满。

队长参与社区治理的经验与感受，物业公

成立上百支及时办小分队参与解决问

让社区更加和谐！

时办队伍。地区工委副书记张国海、地区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代表魏洪亮，分

申请注册成为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为
社区做贡献。
三间房地区将 9 月作为志愿反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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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技能提升垃圾分类效率
个示范村等点位的垃圾分类服务亭进行

自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实施以来，三间房地区使出“十八般武

改造升级。垃圾分类服务亭样式结合小

艺”，
与垃圾“开战”。

区现有风格进行调整，同时将辖区内各

圾存放点，
供居民投放使用。
技能五 回收利用 积分兑换

个桶站的垃圾分类公示牌及平面图按最
新规定进行更新，实现新规全覆盖，逐步

技能一：花样百般 守桶为先

使垃圾分类工作时尚化、常态化。
技能四 大件垃圾 规范处理

动员辖区各单位开展垃圾分类各项工
入到垃圾分类的行列，守好分类“第一
关”。每日早 7 时至 9 时、晚 18 时至 20

回收利用相关工作，由第三方公司负责，
与相关物业公司逐一对接，选定回收点

自 5 月 1 日以来，三间房地区积极
作。社区（村）纷纷组织党员、志愿者加

当前，地区正逐步开展可回收资源

队、其他垃圾运输队两支队伍。厨余垃
圾运输队负责对南部片区（京通快速路
以南）的厨余垃圾统一收集及清运，由专

位。同时选派 160 名工作人员进小区协
助开展可回收资源工作。

对于大件垃圾的处理，许多居民也
很是头痛，无法塞进垃圾桶，放置垃圾桶

技能六 社区妙招 花式分类

时轮番坚守在垃圾分类的岗位上，指导

人前往各个社区（村）以桶换桶的方式上

居民做好垃圾分类投放工作。地区机关

门收取清运；北部片区厨余垃圾可直接

干部也纷纷下沉社区与党员、志愿者一

托党建服务群众项目，各社区党委组织

放入厨余垃圾转运站点进行投放，所收

同参与垃圾分类，协助做好守桶工作，有

“花式”
分类活动，
有效助力国家卫生区创

集投放的厨余垃圾统一交由朝阳区环卫

效提升基层垃圾分类工作中厨余垃圾分

建。其中，
绿洲家园社区厨余垃圾换绿植

中心清运处理。

活动、
双惠苑社区
“分类达人”
习惯养成计

在
“一长四员”
基础上，
三间房地区依

拣量、纯净度。

划、双桥铁路社区垃圾分类直播秀、定南
技能三“颜值”
“实用”双重提升

里社区垃圾分类主题剪纸活动都吸引了

技能二：专项清运 提高效率

不少居民积极参加。此外，
多个社区开展
为提升居民分类体验感，助推垃圾

垃圾分类趣味游戏、
科普分类知识。截至

为能真正做到资源分配合理化、精

分类工作长效管理，近期，三间房地区对

周边也有碍环境整洁美观。为解决这一

目前，
地区厨余垃圾产出量从日均 1 吨增

细化，三间房地区还成立厨余垃圾运输

辖区内两个示范社区、十个示范小区、一

现象，地区于辖区内设立 50 余个大件垃

至19吨。

文/记者

滕思楠

全力 全面 切实做好服贸会服务保障工作
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
9 月 4 日在北京开幕。为切实做好“服贸

外围进行支援，沿线巡逻，做好路口管控

查，就消防安全、无照经营、非法营运等方

守，
共同维护辖区秩序，
他们戴着统一的红

等各项工作。

面进行重点排查，发现安全隐患及环境秩

袖标，
穿行在辖区的每一个角落。

会”期间的服务保障工作，营造安全的地

地区综治办于辖区内学校周边、交通

区环境，三间房地区多举措扎实开展社会

路段等重点区域设立 49 个点位，每个点

面防控工作。自 9 月 3 日起，三间房地区
启动社会面二级加强防控等级，动员辖区
各方力量参与地区服务保障工作。

序等方面的问题立即消除。

在 2020 年服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

位由 2 名及以上安保人员进行全天值守，

所加强对辖区内餐饮单位、药店、便利店

重要致辞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

同时加强对辖区内重点人员的筛查和监

等场所的检查力度，有效打击违法经营，

神，9 月 6 日，三间房地区组织各社区（村）

测预警等。

坚决遏制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工作人员、志愿者及居民前往服贸会现场

9 月 4 日，地区武装部长何少华带领

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不断到辖区施

三间房地区各社区（村）组织治安志愿

辖区 50 余名工作人员，前往服贸会现场

工单位、底商门店、重点路段等地进行检

者、党员等群防群治力量加强排查、巡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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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为保证辖区居民舌尖上的安全，食药

进行参观，切身感受科技与文化并存的盛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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