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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村被评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

满溢到满意 垃圾分类有妙招
“原来村里的垃圾

为，
切实解决垃圾桶
“满溢”
现象。

大箱满得都能溢出来，

用，组建以党员干部为核心的志愿者队伍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改变老旧观念

作为垃圾分类指导员，积极参与 12 小时桶

现在挺干净的。”礼贤镇

很重要。”黎明村党支部书记介绍说。据

站值守，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讲解和

黎明村村民刘大姐告诉

悉，为提升村民知晓率和参与率，黎明村

示范，
有效引导村民识别生活垃圾种类。

记者。近日，礼贤镇黎明村被评为“北京

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以入户宣

“垃圾分类是一项群众关心的民生工

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村民自豪地向

传、线上线下活动等多种形式，营造全民

程，必须久久为功，一茬接着一茬干。”礼

记者展示着村里垃圾分类的成果。

参与垃圾分类的浓厚氛围，让村民对垃圾

贤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打好垃圾分类

分类工作有了充分的认识。

攻坚战，礼贤镇研究制定出符合镇内实际

礼贤镇

据了解，
为做好户分类工作，
改善村内
环境，
黎明村为各户配备了 50 升两分类户

自 2020 年 5 月 1 日实施新版《北京市

的集约化、高效化、专业化垃圾分类管理

桶，
采用
“一户一码”
进行管理，
并设立村级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来，
礼贤镇坚持以党

模式，做到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持续加

保洁员，
坚持每天早晚清扫，
及时收集生活

建引领发展，高度重视，周密部署，成立垃

强问题整改，夯实垃圾分类成果。
“ 除”旧

垃圾，定期开展巡查监督、自查整改，确保

圾分类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充分发挥村党

布新，加快设施升级，为村民投放垃圾创

垃圾大箱无堆积、无冒烟、无焚烧垃圾行

支部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干部
“领头雁”
作

造良好基础环境。

文并摄/记者

韩雪

回迁小区新添
“菜篮子”打造便民生活圈
“太高兴了，没想
到 超 市 这 么 大 ，太 方

魏善庄镇

便 了 ，以 后 肯 定 常
来。”兴福购物中心试

营业第一天，住在一品嘉园的刘阿姨一早
就和老伴推着小车过来了。

回头路，同时为考虑顾客安全，还特别设

家政、洗染等八大业态，打造了百姓 15 分

计 3 个安全出口，
以便应急疏散。

钟生活圈。目前，还有一处休闲书吧正在

“我们都有专门的采购员，商品质量

筹划准备阶段。

都经过严格把关。”超市负责人介绍。

“咱们回迁村民拆迁上楼，
不只身份发

疫情期间，超市严格按照公共场所防

生变化，生活质量也要大大提高。”据项目

疫标准，每天闭店对区域进行一次全面消

负责人介绍，为更好满足周边居民生活需

高品惠民 家门口的“菜篮子”

杀。活动期间人流大的情况下，每天进行

求，
提升居住配套服务品质，
商业中心均采

新鲜的水果、鲜活的水产，还有满架

两次消杀。营业期间要求顾客进店必须

用规范化、连锁化、品牌化的运营方式。

的蔬菜……兴福购物中心超市位于二楼，
1400 平方米的面积，划分水果蔬菜、生鲜
杂粮、休闲食品等 12 个区域，商品一应俱

佩戴口罩。

据了解，目前，回迁小区正筹备党群

八大业态 打造便民生活圈
除了二楼超市，兴福购物中心还入

以百姓家常菜为主，还接待百姓婚丧嫁

服务中心、政务服务分中心、新时代文明

娶事宜。

实践所等设施建设，逐步健全基本公共服

全，满足了附近居民日常生活需求。为方

驻了 10 余家商户，预计元旦前将相继开

“理发店开业后，咱们镇里 65 岁以上

便顾客采购，超市设计 2 部电梯，内部采用

业。一楼有早餐、理发、面包房；三楼有

的老人可持身份证免费剪发。”为提升居

u 形环绕通道，让顾客从选购到结账不走

舞蹈、美术兴趣培训班；四楼经营饭店，

民生活品质，小区附近配备了快递、药店、

务制度体系，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满
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文并摄/记者

方冉冉

落实养老服务 保障老人福利

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 2020 年发放
养老服务补贴津贴 8487.72 万余元
为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大

《关于 2020 年大兴区居家养老巡视探访

构，为辖区居民提供养老助餐、日间照料、

兴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贯彻落实市委、

服务工作的意见》工作部署，全区各街镇

康复娱乐、心理慰藉等服务，让周边老人

区委决策部署，全力做好养老服务机构疫

委托或指定就近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农

就近享受便利养老服务。

情防控工作，着力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

村幸福晚年驿站、街道（镇）养老照料中心

为 2 万余名老年人发放康复辅助器具

设，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切实保障大兴区

作为巡视探访服务机构，为大兴区有需求

大兴区推进老年人康复辅助器具配

老年人福利。

的独居、高龄、空巢、失能以及其他困境老

置工作，针对城乡特困供养人员、低保、低

人开展巡视探访。截至 12 月 24 日，全区

收入、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 2328 户符合

各镇街累计开展巡视探访服务 51832 人

条 件 的 老 年 人 ，开 展 专 业 评 估 ；并 将

次，其中电话探访 41337 人次，上门探访

18394 名本区户籍且满 80 周岁以上的高

10495 人次。

龄老年人纳入该项目，按照“一户一档”的

发放养老服务补贴津贴
严格按照《北京市老年人养老服务补
贴津贴管理实施办法》，采取镇街初审、委
局审定的双重审批制度，从源头控制补贴
领取人的有效性。2020 年 1 月至 12 月，

326817 人次。

开展巡视探访
根据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老龄办

全区新建 48 家养老驿站

累计发放困难老年人补贴、失能护理补

《关于建立居家养老巡视探访服务制度的

2020 年，大兴区社区养老驿站达到

贴 、高 龄 津 贴 共 计 8487.72 万 余 元 、

指导意见》
（京民老龄发〔2017〕498 号）和

137 家，作为社区（村）嵌入式养老服务机

工作原则，单独建档；严格政府采购程序，
利用 1 个月的时间，将辅具配送至 20722
名老年人手中。

文/记者

罗悦

撑好“半边天”妇联法制宣传“有一套”
近日，瀛海镇妇联
在
“2020 年北京市法治

知识，受到居民广泛好评。
记者了解到，2020 年以来，瀛海镇妇

律知识，加深了居民对妇女儿童权益的认

结合漫画及视频等形式，进行线上普法讲

识和理解，
提升了法制观念。

法。
“ 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就能让我们了解

动漫微视频作品征集”

联强化法制宣传，多次联合镇文体中心、

活动中，荣获宪法主题

司法所、派出所、镇工会、驻地医院等部门

民发放了妇女生活法律指南、法律援助宣

讲述类微视频三等奖。视频通过描述个

和单位，集中开展“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

传折页等宣传品，强化妇女自我保护意

“我们希望能用通俗易懂和喜闻乐见的方

人一生中各阶段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用

治大兴”等法治主题宣传进社区活动。工

识，
促进构建和谐良好的婚姻家庭关系。

式，让居民了解法律知识，明确维护自身

通俗易懂的语言及画面为大家普及宪法

作人员通过面对面讲授妇女儿童相关法

瀛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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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瀛海镇妇联还不定时为居

同时，瀛海镇妇联利用微信公众号，

了《反家庭暴力法》。”观看过视频的居民
说道。瀛海镇妇联副主席王洪静表示：

权益的重要性。”

文/记者

张梦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