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城法院向涉民生案件的申请执行人集中发还案款。 记者 李冬梅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近日，东城区在东花市街道南里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召开党建引领老干部工作向基层延伸试点工作现场观摩交流会。
会前，各街道工委书记、区老干部局等相关人员 50 余人到东花市街道南

里东区社区养老驿站进行实地调研，并参观南里社区党建示范点和试点工作
展板。会上，观看了东城区党建引领老干部工作向基层延伸试点工作宣传
片。相关负责人表示，要进一步拓展老干部工作的新功能、新空间，推进利用
信息化带动精准化、规范化建设，通过试点工作锻炼老干部工作队伍。

本报讯（记者 庄蕊）近日，京诚集团应急救援队在北京市职工职业技能
竞赛中，以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项目全市第三名的成绩进入全市总决赛。

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总决赛项目分为团体比赛和个人比赛。团体项目包
括框架救援项目和管线带压堵漏项目，前者考察气体检测、警戒、水枪保护、
担架救援和危险化学品泄漏点关闭等内容，后者要求队员掌握管线泄漏后应
急堵漏处置措施和方法，提高处置管线泄漏事故的判断、操作和协同能力。

东城党建引领老干部工作向基层延伸

京诚集团应急救援队入围全市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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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院落”将有建设标准
44个“美丽院落”已陆续开工；明年项目征集工作已展开

本报讯（记者 庄蕊）今年，东城区
在 7个街道选取 44个院落进行“美丽
院落”试点改造，采用“微整治”的方
式，在不影响院落风貌的基础上重点
解决院内环境脏乱、缺少便民设施、自
治管理薄弱等问题。目前，景山、安定
门、交道口等 7 个街道 44 个“美丽院
落”已陆续开工，力争年底完成改造，
届时将惠及502户居民。为了保障试
点成效，东城区还将形成“美丽院落”
标准，实现后期长效管理。

选哪个院子、有什么改造需求、
具体怎么改……“美丽院落”建设全
过程都请居民唱主角。朝阳门南小
街 205 号院公共空间提升是朝阳门

街道 2020 年“美丽院落”项目之一。
该院紧邻朝阳门南小街，总面积约
480平方米，居住密度较高，院内缺少
便民设施。“街道、社区、责任规划师、
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代表共同入
院向居民宣讲‘美丽院落’项目，确定
了居民的改造意愿。随后，相关单位
配合设计团队入院调研、测绘，在完
成设计初步方案后面向全院居民宣
讲方案，前后召开了 5 次讨论会，最
终形成居民一致同意的实施方案。”
朝阳门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说。

在居民看来，生活方便的院落是
最“美丽”的，205 号院的改造围绕方
便居民生活展开。记者走进小院时，

几位工人正在院子里铺装地砖。院
子夹在沿街商铺之间，面积五六十平
方米。“以前院子两侧都是煤棚和储
物间，堆满了杂物，只留中间的过道
通行。在征求居民同意后，我们拆除
了违建，利用腾出来的空间建设便民
设施。”朝阳门街道责任规划师惠晓
曦介绍，院子北侧将采用新型建筑材
料——竹钢搭建多功能休憩廊架，提
供休息、交往、绿化、晾衣等功能；廊
架旁边设置可移动种植池，鼓励院内
居民认养种植；廊架对面规划自行车
停放区，引导院内自行车（含电动自
行车）有序停放。

最让居民满意的还是厕所入

户。由于朝阳门南小街沿线缺乏公
共厕所，居民只能去胡同内的公共厕
所，最近的走路也要 10 分钟。“遇到
紧急情况，真是又着急又尴尬。现在
好了，再也不用为上厕所着急了。”居
民刘盈甫告诉记者，他家的浴室间已
经安装了马桶。原来，为了解决居民
如厕难题，小院在改造过程中增加了
污水初级处理设施（净化槽），优化了
院内水表位置和下水管线，居民可以
自愿引入户厕。

据了解，朝阳门南小街 205 号院
预计本月底完工。施工完成后，街
道、社区、责任规划师、协会将协助居
民共同制定签署院落公约，建立院落

维护基金，力求建立长效、可持续的
院落维护机制。区环境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了保障试点成效，实现后
期长效管理，东城区将固化形成“美
丽院落”标准，将便民维修、清扫保洁
等平房区物业管理服务由街巷延伸
到院内，多方共同维护院内环境，同
时进一步配套完善院管会、居民自管
会等自治组织建设，组织修订院落公
约，开展居民评选、院落挂牌等活
动。“下一步，东城区将继续开展‘美
丽院落’项目，引导环境品质提升从

‘面子’迈向‘里子’。目前，明年的
‘美丽院落’项目征集工作已经展
开。”王涛说。

东城法院集中发还
涉民生执行案款113万余元
连续八年岁末年初集中发还；今年前10个月执行到位1.16亿元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11 月 20
日，在东城区人民法院南区大法庭
里，法官向40起涉民生案件的申请执
行人集中发还案款共计 113 万余元。
这已是东城法院连续八年在岁末年
初开展涉民生案款集中发还活动。

今年 1 月至 10 月，东城法院共受
理涉民生执行案件2182件，执结1931
件，执行到位金额为1.16亿元。

让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暖

“感谢东城法院，真是把我们的
事当成自己的事在做。”拿到执行案
款，当事人张某高兴地说。张某是一
起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张某及王
某申请执行某高新技术公司劳动争
议一案，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作出裁决书生效后，申请执行人
向东城法院申请执行，要求被执行人
给付人民币共计31万余元。

执行过程中，东城法院向被执行
人发出了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
责令其履行义务。但经全国法院网络
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名下无
可供执行的财产。后经执行法官调查

发现，被执行人为躲避债务，已经把公
司账户上的钱款从银行转到支付宝，
再转到微信支付，然后又转到汇聚支
付等网络平台上。查到这些后，执行
法官一一核实并将钱款予以冻结。
最终，执行法官在昌平找到被执行人
隐藏的办公地点，查封了办公设备，
并联系中关村科技园东城园管委会
了解企业资质与经营情况。最终，被
执行人法定代表人结清了所有欠款。

“依法保障民生是保持经济社会
稳定发展的重中之重。看到劳动者
拿到自己应得的报酬，看到人民法院
在保障民生方面所做的努力，我真切
感受到了司法为民的情怀。”参加本
次集中发还活动的市人大代表杨瑞
雪说：“希望在执行法官们的努力下，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司法的温暖。”

“暖冬执行”聚焦民生案件

“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人民
群众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寒冬
又临，年关将至，而辛苦工作的讨薪
者身心俱疲，人身伤害的受害者急需

救治，老人孩子的生活费不容拖欠。”
东城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刘晶表示，东
城法院执行局将坚决发挥执行在“六
稳”“六保”工作中的积极作用，用实
际行动将保障民生工作落到实处。

东城法院执行局从执行管理精
细化、案件办理专业化出发，设立了
两个涉民生案件执行团队，对民生案
件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款。
在服务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全面
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的趋势下，在疫情
防控期间借助“移动微法院”实现“零
接触”办案，在确保诉讼当事人和法
院干警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前提
下，提升执行效率。持续加大涉民生
案件被执行人经营场所调查、搜查力
度，缩短涉案财产处置周期，综合运用
拘留、罚款等“硬”强制措施和限制消
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软”强
制措施，全力保障申请人合法权益。

据悉，东城法院执行局在年底开
展的“暖冬执行”专项工作中，将持续
聚焦民生案件执行，采取有力措施确
保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款、赡养
费、抚养费等民生案件的高效执行，
及时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崇外17处违建开始拆除

腾退空地改建便民停车位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病历核
对、剪睫毛、散瞳……清晨 5 时，北
京市和平里医院眼科病房的护士
就开始忙碌起来。近日，和平里医
院眼科首次进行玻璃体切除手术。

由于玻璃体手术是一个庞大
的系统手术，准备工作非常繁琐，
好在手麻科护士长王芳曾经在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过 10 余年，
对玻璃体手术非常熟悉，所有的手
术器械、使用材料的准备她都亲力
亲为。由于患者病情复杂，两台手
术均需全麻下进行，但两位患者的
肺功能都不是很好，全麻风险较
大，手麻科主任王爱荣亲自坐镇，

和李艳丽麻师一起成功全麻。术
后，病区护士为患者贴心准备了俯
卧和仰卧的靠垫，尽量减少患者的
不适。

术后第一天，两例患者视网膜
完全复位，视力有所提高。据悉，
这是和平里医院首次开展玻璃体
视网膜手术，也标志该院眼科进入
了微创玻璃体手术时代，可以完成
视网膜脱离、玻璃体积血、增殖性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璃体黄斑牵
拉综合征、黄斑裂孔、晶体完全脱
位、眼内异物、眼内炎、外伤性增殖
性视网膜病变等手术治疗，今后可
使更多的患者受益。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11月21日
起，位于崇文门外大街东侧90号院内
17处共计900余平方米的违建将分三
个阶段依法进行拆除。违建拆除后，
将升级改造为停车位，为崇外商圈周
边提供停车服务。

21 日上午，记者跟随崇外街道综
合行政执法队队员来到崇外大街90号
院。这里位于普仁医院与大康大厦之
间，四周高楼林立。数间蓝色彩钢房
顶的建筑物分布在院内各处，部分彩
钢房顶已在施工工人的协作下拆除。

“这些违建分属数家单位和物业
管理部门在使用，自上世纪 80 年代
陆续搭建，建筑面积达到 900 余平方
米，使用用途主要为仓库、设备间、车
辆停放及物业管理人员办公场所，一
些房屋内存在私搭乱接电线的行为，
存在安全隐患。”崇外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队队员史昊元说。

执法队员根据院内情况，制定了
分三个阶段拆除的方案。第一阶段拆
除较为容易以及已无人使用的违法建
设；第二阶段针对仍被占用的房间、仓

库，执法队员将督促使用单位抓紧对
房间进行腾空后拆除；第三阶段针对
一些存放有重要物品和因为其他原因
短时间内无法腾空的违法建设，将由
使用单位向相关部门进行申报审批并
进行腾空，并于12月中旬前拆除完毕。

据崇外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违法建设全部拆除后，将腾出
约 700 平方米空地，后期将由产权单
位改造升级为停车位，预计可增加约
50个停车位，进一步丰富周边单位和
崇外商圈的停车服务资源。

和平里医院眼科
进入微创玻璃体手术时代

孔庙占地 22000 平方米，有三
进院落。中轴线上的建筑依次为
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
前院东面有碑亭、神厨、省牲亭、井
亭；西面有碑亭、致斋所，并有持敬
门与国子监相通。两侧排列着 198
座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刻有
51624 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
是研究我国科举制度的珍贵实物
资料。大成门外有乾隆石鼓和与
之有关的两座清代石碑。中院的
主要建筑为东西庑和13座御碑亭；
后院崇圣祠独立成院，集合成北京
孔庙完整的古建筑群体。

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
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始建于元代至元二十四年（公元
1287年），明代永乐、正统年间曾大
规模修葺和扩建，清乾隆四十八年

又增建“辟雍”一组皇家建筑，形成
现在的规制。国子监整体建筑坐北
朝南，为三进院落，占地面积 27000
多平方米。国子监主体建筑经历
700多年依然保存完好，是唯一保存
完整的古代最高学府校址。国子监
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建筑风貌，
深厚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