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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群众身边事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增加共
享停车位；减少不规范停车；结合辖
区实际，按照准五证认证标准开展
居住认证停车工作确保车主刚性
需求得到解决……近日，东花市街
道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中，通过“一增一减一保障”，有效
缓解居民停车难问题。

“我们这个楼建于上世纪80年
代，小区是开放式的，谁都可以进，
谁都可以停，以前经常找不到车
位。”居民韩晔说，引进停车管理公
司以后，虽然车位不固定，但居民
可以共享车位，不管什么时候回来
都能有车位，而且停车费每个月才
200元。

据统计，东花市街道的车辆保
有量在 18000 辆左右，各小区地面
和地库、附近楼宇和商场的停车位
仅有9600个，缺口比较大。街道通
过在小区、宾馆、写字楼等场所的
停车场内设置共享停车位 1200 余

个，推行错时停车，缓解停车难。
同时，在老旧小区引入停车管理公
司，重新施划楼侧停车线，以崇文
门东大街 6、8 号楼为例，新增的
101个车位全部共享。街道城市管
理办副主任刘畅说，通过引入社会
资本实施停车场“平改立”工程，忠
实里南街崇文门菜市场西侧的停
车位也将由40个提升至120余个。

提起经常堵得水泄不通的东
花市中街，东花市北里西区社区主
任张金瑞连连摇头，“路的两侧停
车不说还双向行驶，加上早晚高峰
到花市小学接送孩子的车辆，真是
堵得个严严实实。”街道在对高峰
时间拥堵严重的东花市中街进行
分时段车流量调查后，与相关单位
协调，将该道路改为单行、单停，堵
了多年的道路终于畅通了。针对
路侧停车位空置问题，街道通过整
理分析电子探头统计数据，对监测
时间内连续4个月以上停车次数为

零的车主进行劝退，坚决劝退有居
住认证停车资格但不停车的车辆
373 辆。“结合大数据提供的白天、
夜间、全天平均占用率，酌情增减
停车路段对应的社区数量，让各社
区路侧停车资源流动起来，缓解路
段间停车数量不平衡的情况。”刘
畅说。

通过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的路
侧停车认证准入标准，东花市街道
把夫妻、父母、子女等直系家庭成
员也纳入到“五证合一”的优惠停
车登记范畴，现已办理优惠停车登
记共计1600余辆。

“这条路虽然是单侧停车，但
由于道路较窄，经常因为停车发
生小剐小蹭事故。”刘畅介绍，崇
文门东大街 6 号楼南侧道路即将
进行拓宽工程。完工后，原来 3 米
宽的道路将扩展到 4 米，可有效解
决机动车和行人、非机动车抢道
的问题。

“一增一减一保障”
解决社区居民停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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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近日，
来自前门街道区域化党建共建单
位的国家电网首都电力共产党员
服务队走进草厂社区，开展“学党
史、践宗旨、办实事”现场服务周活
动，向社区居民宣传“电暖人心”公
益服务，并提供用电咨询服务，开
展用电隐患排查，为居民用电安全
保驾护航。

“ 阿 姨 ，您 平 时 都 是 怎 么 交
电费的啊？”“我就是直接在网上
缴费。”活动现场，服务队队员耐
心地和社区居民交流起生活中
的用电方法，“我推荐您使用我
们的这个手机软件，它不仅具有

缴费功能，还能让您详细了解家
中具体的耗电情况，如果发现用
电量出现异常，我们还会及时与
您联系进行提醒，确保您的用电
安全。”

在草厂社区“爱心卡”客户张
金玲老人家中，服务队队员开展了
安全用电隐患排查。“很感谢党员
服务队把这个‘电暖人心’服务送
到我家，特别是对我们这样平时子
女不在身边的老年人，有了他们的
帮助，再也不担心因为忘交电费造
成停电了，方便又安心。”

据了解，国家电网首都电力共
产党员服务队成立于2011年，是以

国网北京电力党员、入党积极分
子、青年团员为主体的队伍。作为
前门街道草厂社区的区域化党建
共建单位，服务队的党员们积极参
与社区党员“双报到”，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为社区的发展贡献着
力量。

草厂社区服务站站长陈立霞
表示：“我们与区域化党建共建单
位国家电网北京城区供电公司紧
密联系，多次进行合作，这次推出
的‘电暖人心’公益服务，能够为有
需要的社区居民提供更安全的用
电服务，将‘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落到实处。”

党员服务队护航居民用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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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首都电力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草厂社区，向居民提供用电咨询，为居民用电安全保驾护航。 前门街道供图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近日，
朝阳门街道朝西社区党委举行

“ 乐 享 生 活 家 —— 共 建 人 文 朝
西”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启动仪
式暨“传承红色精神 激发担当
力量”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文
艺演出。

据介绍，朝西社区 2021 年“乐
享生活家”党建项目以文化活动
及便民服务为基础，通过党组织
建设与专业社会力量相融合，进
一步加强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
今后，还将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
年、弘扬国粹精华、便民服务三大
板块共计 83 次活动，延续社区党
建品牌“乐享生活家”理念，温暖
社区居民、关爱社区居民、服务社
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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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享生活家”党建项目服务社区居民

朝西社区2021年“乐享生活家”党建项目启动。 朝阳门街道供图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6 月
2 日，由东城区总工会举办的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重温党的
发展历程”云上健步答题活动正
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随着大屏幕上
党史红色地图被点亮，为期一个
月的云上健步答题活动正式启
动。从中国新文化运动主阵地
——北大红楼出发，依次解锁
上海、嘉兴、南昌、井冈山、瑞
金、遵义、延安、西柏坡、香山双
清别墅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具有重大意义的红色地标，一
边学习党史知识，一边完成答
题闯关任务，最终回到天安门
广场升起红旗，云上健步“打
卡”任务就完成了。

据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答题活动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和全民健身运动，通过同步
微信运动，获取职工每天行走的
步数，以区总工会“工家云-东

城工会”微信小程序为载体，云
走建党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云上健
步答题活动还融入了AI智能图
片识别技术，职工可以通过智能
抠图的方式与手绘的党建背景
模板进行照片合成，实现云打卡
党史红色地标。同时，区总工会
还将在小程序“职工之声”模块
中展开党史学习讨论专题，让职
工表达和抒发学习党史过程中
的感悟。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
“本次活动是党史学习教育的有
效载体，是创建全国全民运动健
身模范区，促进职工身心健康的
有效形式。区总工会将以此次
活动作为加强工会组织网上工
会建设的契机，实现工会业务线
下线上相互促进、有机整合的格
局，吸引凝聚更多职工到工会组
织中来，团结动员职工为加快推
进‘五个东城’建设贡献力量。”

职工云上健步答题
“打卡”党史红色地标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近
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龙潭街道龙潭北里社区组
织居民开展了巧做红色主题非
遗剪纸、折扇等传统手工艺品的

“庆百年”党日活动。
活动中，专业老师首先对剪

纸的文化寓意、剪纸在生活中的
应用、剪纸的技巧等进行了讲
解。随后，在老师的示范、指导
下，居民们一起动手做剪纸。“红
船”“百年追梦”“不忘初心”“心
中有党”“我爱祖国”……一幅幅
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剪纸作品逐
个亮相。一把剪刀，一张红纸，

再加上一双巧手，居民们将自己
对党、对国家的热爱通过非遗剪
纸作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红船、红色诗词……活动
中，居民们还以折扇为载体，描
绘对党和国家的歌颂与祝福，用
传统艺术的形式学习党史、讲好
红色故事、描绘美好生活，喜迎
党的百年华诞。

龙潭北里社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活动是创新党史学习
教育形式的一次生动实践，用传
统文化的形式将红色资源、红色
精神展现出来，把党史学习教育
传到每个居民的心里。

居民巧做红色主题
非遗剪纸庆百年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近
日，交道口街道福祥社区启动

“健身大擂台”系列活动，通过
线上、线下两种形式，让居民乐
享健身，以蓬勃的朝气、文明和
谐的社区生态，喜迎党的百年
华诞。

舞狮、武术、健身操、唱歌、
舞蹈……在首场活动上，居民们
积极发挥各自特长，不同形式、
精彩纷呈的节目在玉河边逐一
上演。为带动邻里积极参与健
身运动，福祥社区居民自治团队
健身队和舞蹈队分别带来精彩
的冰雪健身操表演和扇子舞表
演。在教学环节，许多居民、青
少年积极参与其中，在社区掀起
了健身热潮。

为增加健身活动趣味性，提
升居民参与感，本次活动还设置

了健身动作学习、冬奥冰雪知识
竞答和垃圾分类知识游戏环
节。活动现场，参与团队火热比
拼，展现了居民活力、向上的精
神面貌。

据介绍，“健身大擂台”系列
活动分线上、线下两种形式开
展，通过线上开设健身视频征集
专栏并展播优秀作品，线下举办
节目表演和健身运动会，打破了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倡导社区居
民随时随地参与健身活动，随时
分享健身乐趣。

福祥社区党委书记李德青
说：“我们希望通过此次系列活
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丰富的健身
机会，倡导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增强居民身体素质，在丰富社区
文化生活的同时，为营造文明和
谐的社区生态助力。”

“健身大擂台”喜迎建党百年

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举办了“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看红色历
史中的中医药发展”主题展览。据了解，该主题展览是鼓楼中医院为庆祝
建党百年策划的活动之一。图为鼓楼中医院医务人员参观主题展览。

记者 张传东 摄影报道

鼓楼中医院举办主题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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