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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路东区
11支志愿者队伍亲民乐民又助民

区工商分局

强化儿童用品市场整治

城子街道举办广场舞大赛 惠民家园社区

成立微型消防站

3D文化创意培训

开辟残疾人就业创业新渠道

我区喜获

北京市诗词大会二等奖

为百姓提供快捷便利的服务，
让现代人的居家生活变得越来越
美好是张志华创业之初的梦想，
为此他把自己的便民服务公司命
名为北京祺捷利技术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张志华始终如一地坚持“诚
实,正直,勤劳,简朴,守信”的企
业精神,不仅在我区便民服务业
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也为全市
的便民服务行业做出了示范引
领。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区便民服
务协会的会长，“培育便民企业、
服务社会百姓”是张志华的宗旨。

张志华委员用 15年的时间，
整合我区便民服务业资源，为我
区便民服务企业提供培训项目，
创造考察、学习机会，推广便民服
务工作经验，将便民服务行业向
群众合理需求方向引导。多年
来，该公司不断为家庭服务产业
发展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提供示
范。义务帮扶同行业共同发展献
言献策，促进我区家政服务行业
制度化、项目化、规范化管理，企
业被成功授牌为“全国家庭服务
业科研实训基地”。

在我区的便民服务行业中，张
志华是走进政协行列的第一人，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更加关注
民生，关注低收入群体，凭借自己

的现有资源，多方解决下岗人员、
失业人员、农民工的再就业困
难。他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各种
活动，建言献策。组织员工开展
公益活动，入户为残疾人和半自
理的老人打扫房间、清理排泄物、
洗脚、剪指甲、为老人按摩、陪老人
聊天。每年为全区千余户老人提供
免费的家庭服务,让老人们感受到
社会带给他们的温暖。

在一次下乡送温暖活动中，张
志华发现山区的空巢老人很多，
子女出山打工，守望家园的老人
更需要关怀。而山区因居住分散
交通困难等不利条件，便民服务
几乎是零，为满足山区居民对生
活性服务的强烈需求，便捷当地
群众日常生活，他不求利益，带领
公益志愿者将服务延伸至山区，
以街镇为中心，服务网点作辐射，
提供理发、家电维修、开锁配钥
匙、中医保健按摩、家政等多样生
活性服务项目。

为了更好地服务山区百姓，今
年上半年，张志华成功在清水镇
杜家庄村、雁翅镇苇子水村和王
平镇安家庄村建立了三个服务网
点，采取网点与上门服务相结合
的服务方式，对山区老年人、困境
儿童、残疾人、贫困家庭、优抚对
象、老党员、区劳模、职工、相对弱
势群体及村民开展生活性免费服

务。有 32 个便民服务队深入山
区，免费服务500余人次，低偿服
务2000余人次。通过山区便民服
务活动，推动社区建设平衡发展，
切实解决山区居民的部分生活需
求，促进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城乡
一体化进程。

在提供便民服务的同时，他还
整合资源，安排工作人员进行信
息征集及走访调研，重点搜集山
区低收入户和贫困家庭有劳动能
力和就业意向的人员信息，确立
帮扶对象，把他们的学习需求及
就业意向整合汇总，在区总工会、
区商务委员会、区人保局、区妇
联、区民政局、区卫计委、区社区
服务中心、区为民服务中心及专
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下，对需求
人群开展免费的、有针对性的技
能培训和职业提升培训，其中包
括理发、母婴护理、养老护理、餐
饮服务、民宿服务等，协会协助组
织协调并积极参与其中。培训
后，他还积极为他们提供就业机
会，其中仅月嫂就有 50 人就业。
他还鼓励学员多学一至两项服务
技能，优选进入服务网点就业。
同时支持创业，确保参培
人员有就业岗位，通过劳
动得到实实在在的收入，
充分实现个人价值。

张志华的目标是不管

城区还是山区，实现便民服务全
覆盖，让全区老年人都能享受到

“祺捷利”优质、快捷、便利的服
务。

履职尽责的张志华还充分发
挥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职能，在政
协提案中，他从行业角度出发，呼
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给予培训和
取证方面的支持，促进规范化服
务，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便民服
务的定向培训力度，帮助经过正
规培训的从业人员考取相关证
书，有利于推行标准化服务，从而
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度，保障消费
者利益。并建议政府职能部门给
予政策性引导，吸引更多的企业安置
本区下岗失业人员和本区农村富余
劳动力，解决我区低收入有劳动能力
的困难群体再就业。共同搭建培训、
就业、服务输出、供需对接的平台，为
精准帮扶提供切实的政策保障，更好
地为地区经济发展服务。

以服务百姓为己任，以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为目标，张志华委员的便民
服务事业前景广阔，任重而道远。

秀玉/文

——记区政协委员、北京祺捷利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区便民服务业协会会长张志华

致力便民服务
助力精准帮扶

本报讯（通讯员 韩金茹）在大峪
街道增产路东区的大街小巷，总能
看到一群朝气蓬勃、匆匆忙碌的身
影，她们活跃在社区的楼群之间、奔
走在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社
区的居民家中，她们顾不上正在备
战高考的儿子、帮不上将要参加中
考的女儿、顾不上病榻上的二老双
亲，她们就是增产路东区社区居委
会的干部们。

增产路东区社区原本是一个只
有几百户居民的中型社区，但近年
来随着我区的棚户区改造，管辖范
围从几百户猛增到2000多户。

面对社区居民的增多，该居委
会急社区工作所急，想社区工作所
想，推出了“创建六彩增东”的品牌
目标，发动群众积极投入到共建美
好家园中来。开办“小小习乐堂”，
把社区的孩子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成立“健康夫妻档”为民服务队，为
社区居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理
发、磨刀等贴心服务；组织环境卫生
队，社区的干净整洁贡献力量；组织
治安巡逻队，为保社区一方平安
……就这样，11支志愿者队伍在该
社区初步形成。

另外，为活跃社区居民的业余
文化生活，该社区还成立了合唱队、
舞蹈队、葫芦丝队、书画队，开办了
图书室，这些举措为社区居民提供
了服务，搭建了平台，提供了去处，
得到了社区广大居民的好评。其
中，暖阳服务队更是把社区的孤寡
老人当成自己的亲人。

在社区有一户人家，丈夫早年
去世，家中只剩下柔弱的妻子和一
个身患重病失去自理能力的儿子，
母子俩相依为命。因儿子身高肥
胖，体重高达200多斤，母亲照顾他

相当吃力。儿子一旦摔倒，母亲根
本无法将他扶起，每次只能请邻居
过来帮忙。居委会的干部们得知
后，便主动登门探望，问寒问暖，了
解情况。孩子的头发长了，服务队
到家中为他理发；屋子脏了，服务队
帮忙打扫；孩子寂寞了，服务队陪他
聊天解闷。看到孩子脸上露出了久
违的笑容，母亲激动地说：“儿子两
只眼睛总是盯着门口，听到敲门声
就知道是你们来了，脸上就会浮现
兴奋的表情。”

事后，孩子的母亲为表示感谢
还专门制作了一面书写有“情系居
民伸援手，排忧解难献爱心”的锦
旗，送到了居委会，而社区的工作人
员们却说：“居民的鼓励就是我们今
后工作的动力，我们会加倍努力为
居民们服好务。”

在今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工

作中，她们更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
起五更睡半夜，利用周六日休息时间，
夜以继日的奋战在社区工作的第一
线。另外，今年初，该社区还创办了报
纸季刊，为文明社区的建设助威呐喊。

该社区第九届领导班子成立之
初，自发成立了一个“爱心基金会”，
为社区居民家中出现的一些突发事
件或经济上出现的重大困难之用。
每个班子成员都踊跃献爱心，从每月
的工资中拿出钱来捐款给基金会。
两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班子中来了
新成员，也都积极加入到爱心捐赠的
行列。居民们听说后，都纷纷给该居
委会的工作人员们点赞。

如今的增产路东区，街道整洁了、
楼道干净了、乱停乱放不见了、房前屋
后花红叶绿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
然一新了。居民们都说，这都是居委
会工作人员们辛勤付出结出的硕果。

本报讯（通讯员 刘欣威）
近日，城子街道“激情城办，舞
与伦比”广场舞大赛在城子文
化中心举行。

本次活动，该街道特邀 3
名舞蹈老师做专业评委、2名
居民做业余评委。有 10支来
自不同社区的舞蹈队伍参赛，
参赛作品均为原创舞蹈。比
赛中，有的社区跳传统的民族
舞蹈，有的社区选择了异域风
情的舞蹈，还有的社区跳的是
现代舞蹈。每一支队伍，每一
位选手，都在赛场上不遗余力
地展示团队形象，大家热情洋
溢，活力四射。经过激烈的角
逐，蓝龙家园社区获得一等奖。

本次广场舞大赛，为喜爱
舞蹈的社区阿姨们搭建了交
流学习的平台，大家以“舞”会
友，学得用心，跳得开心，为构
建和谐社区发挥了积极作
用。同时，活动的开展鼓励社
区居民参与全民健身活动，为
营造健康文明的生活氛围打
下了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毕贺申）为做
好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工作，
保障儿童生命健康安全，区工商
分局积极履职，深入开展儿童用
品市场执法检查和商品抽检工
作，严厉打击查处各类违法经营
行为，维护市场正常经济秩序。

加大监管力度，维护儿童市
场稳定。以商场、超市、儿童用
品商店及校园周边经营户为重
点监管对象，以儿童服装、玩具、
文具等为重点整治品种，重点检
查儿童用品是否符合商品质量
安全标准，标签、警示标识是否
齐全，是否注明生产厂家、厂名、
厂址，是否在商品包装上配有中
文说明等，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
为，严厉查处无照经营、销售质
量不合格、“三无”产品等违法经
营行为，净化儿童市场环境。

开展商品抽检，保障儿童用
品质量。会同专业检测机构对
儿童相关用品开展抽检。共检
查各类经营主体76户次，抽检
文具、儿童服装、童鞋、玩具等各
类商品106组，对36组不合格
产品商户进行了查处。同时，执

法人员积极做好教育指导工作，
要求经营者要强化守法经营意
识和服务意识，加强内部经营管
理，规范自身经营行为，保证商
品进货渠道正规、质量安全。

结合整治工作，区工商分
局还进一步做好青少年的消费
教育和权益保护工作。及时受
理并解决消费者投诉、举报，最
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受
侵害。加强与教委、公安、食
药、文委、烟草等部门的沟通协
作，针对学生开学、寒暑假、中
高考等重点时期，组织或参与
学生相关专项整治7次，检查各
类经营主体 110 余户次，查处
违法违规经营行为6件。结合
地区特色妙峰山森林公园等，
组织开展消费教育基地活动2
次。同时，区工商部门还结合
送法，送服务活动，主动联系、
走访区内各中小学校，开展消
费课堂、精品课堂，普及消费常
识、传授维权知识，并积极牵线
搭桥，发动引导区内企业开展
针对山区困难儿童的捐资助学
活动，传递社会正能量。

本报讯（通讯员 宋歌）为提
升辖区消防体系应急救援反应
速度，确保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
赴火灾事故现场，最大限度保护
社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大峪街
道在惠民家园社区成立微型消
防站，并于近日举行了揭牌仪
式。

揭牌仪式后，消防员就防毒
面具、水带水枪等器材装备的基
本结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以
及维护保养方法等进行了详细
的讲解和演示，并在社区内指导
进行了一次模拟应急救援活动，

全力确保微型消防站队员能够
熟悉使用各种器材装备的操作
和使用。

据了解，大峪街道以切实保
障群众安全为己任，建立健全微
型消防站队伍，充分发挥现有装
备作用，有效遏止火灾的发生。
同时，持续加强队伍管理和执勤
训练，切实提高队伍战斗力，一
旦有火灾发生，能够及时赶往现
场，确保拉得出，打得赢。此外，
将进一步加强消防器材装备维
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充分发
挥器材、装备的最大效能。

本报讯（通讯员李朗月）为了
顺应时代的发展和残疾人职业
需求，区残联进行了大胆尝试，
将3D打印技术融入到残疾人职
业技能培训当中，并于近日举办
了我区首届残疾人文化创意 3D
打印培训班。

培训聘请专业技术专家进
行授课，课程采用理论与实操相
结合的形式，主要内容包括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原理及未来发
展趋势、如何用 3D 扫描技术构
建打印模型、3D打印技术在古建

筑模型领域的应用、建模软件的
操作、3D打印机的工作原理及操
作、实际物品打印、翻模及其他
工艺制作等。同时结合京西旅
游把我区特色元素融入到培训
中，既是助力“创城”，宣传我区文
化，又为残疾人自谋职业和企业
定制残疾人岗位提供多项选择。

经过两周的培训，参加培训
的学员掌握了一定的3D打印技
能，能够熟练地运用设计软件建
立数据模型，并将自己的设计与
创意打印成型，独立完成作品。

本报讯（通讯员许婧）近日，
北京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在通州区举办主题为“我们爱诗
词”诗词大会，龙泉小学五人团
队代表我区参加比赛。

大赛分为字斟句酌、看题吟
诗、看诗解意、点字成诗等环节。
经过层层选拔，我区选手在预赛
中发挥出色，顺利进入决赛阶段，

最终在全市十六个区中脱颖而
出，获得诗词大会二等奖的佳绩。

“我们爱诗词”活动，既展示
了诗词之美，又关注古诗词吟诵、
诗意内涵与传承。深入发掘传统
诗词文化，对激发青少年爱国主
义情感，加强我区未成年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深刻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