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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帅） 近
日，记者从区统计局获悉，自 10
月 15 日起，东城区 2017 年人口
抽样调查将正式进入入户摸底
阶段，共涉及全区 17个街道、57
个社区、3万人左右。

据了解，本次调查对象为抽
中调查小区内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的人。具体调查对象
包括：2017 年 10 月 31 日晚居
住在本户的人；户口在本户，
2017 年 10 月 31 日晚未居住
在本户的人。抽中调查小区内
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死亡的人口也要登

记。现场填报信息包括住户情
况、人口状况、迁移流动、文化教
育、就业失业、婚姻生育、社会保
障、住房保障等情况。调查以户
为单位进行，既调查家庭户，也
调查集体户。

本次人口抽样调查的标准
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 1 日零时，
从 11月 1日至 15日为调查入户
登记阶段。与去年一样，调查仍
然采用PDA数据采集设备进行
入户登记，现场填报信息。

据了解，调查员入户时均会
佩戴调查员证，向被调查户发放

《致被调查户的一封信》。此外，

调查员还将郑重承诺：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有关
规定。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
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
份的资料，不对外提供、泄露，不
用于调查以外的目的，严格履行
保密义务。

“进行人口抽样调查能够为
各级政府更好地服务居民生活，
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
等民生工作提供重要支持。”区
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呼吁广大市
民积极配合人口抽样调查工作，
据实填报调查项目，保证调查数
据真实、准确、完整。

我区人口抽样调查本周日入户

本报讯（通讯员 辛桦）继9
月 25日望坛棚改项目回迁奖励
房源选房结束后，10 月 9 日，该
项目的外迁奖励房源也开始选
房。据了解，此次选房将有1270
多户居民参与，5天之内完成。

10月 9日一大早，在定安里
样板间选房现场，选择外迁奖励
房源的棚改居民冒着中雨，手持
选房通知单有序进场。资格审
查区、预选区、确认区、签约区、
补充协议区……居民们按选房
流程依次办理选房手续。细心
的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热水
等，提供给等候区的居民。有了

此前 22天的回迁奖励房源选房
工作经验，此次外迁奖励房源选
房现场的手续办理已十分流
畅。“我们计划用 5 天时间完成
外迁奖励房源的选房工作，每天
晚上选房工作结束后，还会在项
目官网登出每日房源信息。”望
坛棚改项目副总指挥刘志刚介
绍，为节省选房时间，居民可以
提前准备5至10组备选房源。

据介绍，望坛棚改项目外迁
奖励房源分别由北京城建和首
创集团两大国企开发建设。其
中，位于瀛海的安置房源为“北
京城建·兴悦居”，一共提供1260

套房源，预计 2018 年底正式交
付使用。位于大兴团河的安置
房源为“首创·美澜湾”，一共
有 3214套对接房源，一期将于
2018 年底交付使用权，二期交
房时间为2019年6月底。

望坛棚改共涉及户籍居民
5731户，签约期已于8月11日结
束 ，截 至 目 前 ，签 约 比 例 达
98.45%，仍有 89 户没有签约。

“我们不想落下任何一户，希望
所有居民都能享受到棚改政
策。”刘志刚表示，对于至今仍没
签约的居民，望坛棚改总指挥部
将逐一研究，逐户开展工作。

望坛棚改项目外迁奖励房源开始选房

本报讯 （记者 李帅） 日
前，记者从区环卫中心了解到，
我区计划在2年内对全区914座
老旧公厕进行全面改造提升。

据了解，我区共有 1339 座
公厕，是全市公厕最为密集的区
域。经过前期调研，区环卫中心
制定了公厕提升 2年计划，提出
通过物理隔离、空气置换和抑菌
阻臭的方式，解决公厕臭味问题
的工作思路。

“由于不同类别公厕在硬件
上的缺陷不同，所以改造重点也

不一样。”区环卫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针对硬件条件较好二类
以上公厕，主要解决的是即时性
臭源，将重点加强空气置换系统
的改造，即采取送风和排风相结
合的方式，保持厕内外空气压力
平衡，并及时补充室外的清洁空
气，大大提升厕内臭味的排出效
率。同时，系统进风口还要安装
预热装置，保证冬季送风也不会
降低厕内温度，确保上水管路和
洗手设施不冻结。

过去，三类公厕受技术、工

艺和上下水等硬件环境限制，便
器通常没有返水弯，小便斗也多
无水冲。“针对三类公厕的这些
问题，此次改造将一一破解。”该
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在三类公厕
安装密闭式加压水箱，解决胡同
水压不足问题；通过在小便器
安装墙面加装电暖设施，把墙
面变成加热墙，解决水冲小便
斗和便器返水弯防冻问题；通
过将上水管道做成循环闭路，
并安装循环泵，解决管道存水
冻结问题。

我区914座老旧公厕将全面改造提升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昨
天上午 10 点，崇外街道西花市
南里东区社区“同心圆”志愿服
务队的志愿者武增银准时“到
岗”，在社区空地的一处桌面上
摆出磨刀石和自制磨刀机，再放
上一碗水，志愿服务就开始了。

随着磨刀机的“锵锵”声，前
来磨刀的居民排起了长队。“他
们磨的刀又快又好，居民们都很
乐意来这儿。”在队伍尾端等待
的刘阿姨笑着告诉记者，平时家

里需要换个窗纱或是修个水管
什么的，只要一个电话，社区“同心
圆”志愿服务队就会上门帮忙。

刘阿姨口中的“同心圆”志
愿服务队是由 35名退休老党员
发起，13名有个人专长的老党员
被分配到各个志愿服务小组。

“ 将 志 愿 服 务 做 到 居 民 心 坎
里”是志愿者们共同的心愿。应
居民需求，擅长五金的武增银在
志愿服务队中牵头组建了五金
组，每周四上午为居民义务磨

刀，他还利用自己在五金方面的
专长，自制了磨刀机。今年 4月
初，武增银还带领志愿服务小组
为社区老年人义务更换纱窗。
两个月来，共为 45 户社区居民
提供服务，受到居民们的称赞。

西花市南里东区社区工作
人员介绍，自 2012年社区“同心
圆”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服务
队里的电器维修、五金、理发、治
安等专业小组已义务为社区开
展服务近万次。

将志愿服务做到居民心坎里

(上接第 1版) 谣言四起，
是联合党委面临的一大“拦路
虎”。有说这个项目是开发商
的，谈判的都是开发商的人；
有说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赶人，
不让居民住在城区……很多老
百姓干脆不让工作人员入户。

为此，联合党委规定，所
有党员干部必须全部下沉到
149 个居民小组，入户时统一
着装、佩戴党徽和工作证，亮
明身份，当好政策的传声筒，
让百姓放心。

“多跟居民接触，建立信
任，流言蜚语自然就破解了。”
联合党委副书记陈卫兵手机
里还存着十多位入户居民的
电话，居民一听到些小道消
息，就打电话跟他辨别真伪。

“老百姓还是很认可党组织、
认可党员的。他们说‘戴党徽
的靠谱，我们信。’”

“一家一本账，啥事都门儿清”
沉浸在棚改项目真要启

动的喜悦中还没多久，刘善敏
又犯起了愁。原来，她一家三
口一直和老母亲、弟弟、弟妹
挤在一起住，而且因为历史遗
留问题，他们家的房子一直没
有房本。能享受补偿政策
吗？会有多少补偿款？……
一系列问题让她由喜转忧。

没过多久，联合党委入户
走访的党员就给她们家送来
了一份详细的清单，里面房屋
所有权性质、建筑面积、市场
价格、评估款等都一清二楚。
这是联合党委为每户家庭量
身定制的“独家小账本”，内容
包括每家住房的详细情况，以
及选择回迁、外迁、放弃奖励
房源所能获得的补偿。刘善
敏心里亮堂了，结合入户党员
的建议，最终选择了外迁。“一
家一本账，啥事都门儿清了。”

但原则问题必须“寸土不
让”。联合党委坚持阳光征
收，一把尺子量到底。从前期
的征收补偿方案，到房屋产权
性质问题等，联合党委都广泛
征询居民意愿。所有重要程
序都公示，所有房屋信息都入
信息库，哪家该得多少房，多
少现金补偿，由计算机自动计
算出来，居民随时可以查看。

“全部都按政策规定执行，找
谁都不好使！”陈卫兵说。

“做事做到了我们心窝里”
自 从 投 入 到 棚 改 项 目

中，第 18分指挥部党支部宣
传委员赵远荣就笑称自己是
24 小时接线员和调解员，好
几次都是从一大早调解矛盾
到半夜。

“利益纠葛实在太多了，
尤其是家庭矛盾。”赵远荣说，
有些家庭老人与子女、兄弟姐
妹、妯娌之间矛盾重重，有的
想签也签不了，有的宁可遭受
损失也不签。

针对居民们的复杂矛盾，
联合党委要求所有党员干部
多用群众思维、群众语言，从
群众角度考虑，做居民的算账人
和知心人。

杨家园社区有户居民，哥
哥去世，妹妹和嫂子、侄女一
起住，哥哥和前妻的孩子对房
子也有继承权。房子怎么分，
补偿怎么算，几方闹得不可开
交。赵远荣和支部其他党员
轮番去他们家，帮着分析问
题，解决困难，力求找到最优
解决方案。最终，经过10多次
走访，全家人达成和解，顺利
签约。

让党员居民冲在前，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也是联合党委
推动工作的重要法宝。不少
党员居民都积极响应棚改，第
一时间带头主动签约。一位
84岁的老党员，主动解决俩儿
子的家庭纠纷，很快签了约，
还做起邻居的工作，带动 5户
居民提早签约。

不仅如此，联合党委还成
立棚改之家，建立法律服务
站、便民服务站、居民监督站、
政策咨询站、人民调解站等，
针对居民实际问题和常见需
求，实行精准贴心服务。

“联合党委帮算账、帮调
解、帮解困、帮维权，做事做到
了我们心窝里。知道我做完
颈椎手术后行动不利索，专门
派来志愿者帮忙搬家，并给我
们拍全家福留念。”63 岁的张
福金大爷自出生就住在两间
只有26平方米的平房里，最紧
张时家里住过 12口人。想到
即将到来的新生活，他脸上写
满了憧憬：“赶上好时候啦！
到时候差不多能住一套 70多
平方米的两居室，这辈子终于
能上楼了。”

本报讯 近日，在召开的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
大会上，我区综治办被授予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
集体”荣誉。

作为首都核心区，我区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落实首都

“四个中心”战略定位，以“东
城无小事”的责任观念和“万
无一失、一失万无”的忧患意
识，把维护安全稳定作为头等
大事、第一责任抓紧抓实。

区综治办始终坚持以“钉
钉子”精神扎实推进基层综治

各项工作。通过强化共治共
管、拓展群防群治，实现了“小
守望”铸就“大平安”；通过创
新科技运用、强化社会防控，
依托“雪亮工程”架起了平安
堤坝；通过拓展平台建设、加
强信息化支撑，借助“综治中
心”将服务延伸到群众家中
等，圆满完成了新中国成立65
周年、抗战胜利70周年、“一带
一路”高峰论坛等一系列重大
活动的服务保障任务，为建设

“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区”
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我区荣获“全国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称号

小公厕 大民生

五年如一日 结好“同心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