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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路街道设全区首个楼宇管家团
对楼宇企业实现全天候服务，确保电话一打就通，坚持首问责任制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8 月 8 日，
体育馆路街道“体街管家”管家团正
式上岗，辖区商务楼宇均有了“楼宇
管家”。今后，管家们每月至少要两
次走访辖区 18 座商务楼宇，不但对
楼宇企业实现全天候服务，还要确保
电话一打就通，坚持首问责任制。

“楼宇管家”每月走访两次
社区楼宇

“体街管家”管家团是为落实东
城区“紫金服务”行动计划，由街道工
委办事处、职能部门及各社区专员组

成的服务企业团队。由街道办事处
主任王景芝担任管家团的“总管家”，

“服务管家”由天坛工商所所长、体育
馆路税务所所长、统计所所长、派出
所所长、食药所所长、城管执法队队
长、街道六办副主任担任，“楼宇管
家”为9位社区专员。

据了解，“楼宇管家”每月至少走
访两次社区楼宇，重点了解楼宇空置
面积、租售类型、企业诉求等信息，针
对疑难问题可启动“吹哨”机制，协调
相关服务管家、职能部门加以解决。
每月 15 日，“楼宇管家”还要总结本
月接受企业咨询及办理事项的记录
及反馈情况、重点难点问题等情况，
并报街道“总管家”。“服务管家”则要
根据不同类型企业针对性，每月至少
两次开展走访，精准为企业送去服务
包。针对区域管家“吹哨”反映上报
的问题，要及时响应快速“报到”，协

调解决楼宇及企业面临的困难问题
和具体诉求。

作为“总管家”则要定期召开“体
街管家”管家团联席会议，听取各管
家工作情况汇报、重点难点问题及意
见建议。联席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1
次，必要时可根据工作需要，由总管
家召集随时召开。按照各管家的记
录情况，“总管家”将适时随机向企业
进行满意度回访，并对回访情况做总
结报告。“总管家”还要对管家工作推
动和落实情况进行重点跟踪和评价，
对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督查
整改和跟踪落实。

企业扫码就可了解各种优
惠政策

“管家团要做到电话一打就通、
总 管 家 定 期 召 开 管 家 团 联 席 会

议……”看到《体育馆路地区“体街管
家”工作规则》中明确了体街楼宇管
家团工作职责，德必天坛 WE 园区总
经理雷晓燕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园
区入驻体育馆路地区已经两年多了，
在这两年里我们深切感受到了街道
办事处的大力支持，和政策上给予我
们的帮助。今天，‘体街管家’代表王
楠与我们园区现场签订的服务协议
对园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接下来，
希望‘体街管家’能切实帮助我们了
解区里的相关政策和服务，提供更多
的政策解读服务。”

为方便企业了解东城区优化营
商环境相关政策，体街管家团自制了
二维码，企业只要扫码就可及时了解
东城区的各种优惠政策。

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主任王景
芝表示，接下来，“体街管家”会切实
承担起营商环境建设的责任和义

务。同时，坚持首问责任制，首问责
任人应当主动告知与何部门、何科室
联系，必要时应为对方联系相关部
门、科室的有关人员。运用好“吹哨
报到”机制，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解决
企业诉求。

南锣“门前三包”升级 划清责任区
160余家商户完成“门前三包”责任区划分，并签订2.0版责任书

交道口街道

本报讯（记者 王慧雯 刘旭阳）8
月8日，交道口街道联合城管、市场监
管、消防、物业等部门历时3天完成对
南锣鼓巷主街 160 余家商户“门前三
包”责任区进行逐一划分，并签订了
2.0版责任书。

划分“门前三包”责任区

8 月 6 日上午，交道口街道各部
门工作人员从南锣鼓巷南口开始进
行商户“门前三包”责任区划分。工
作人员为沿街东西两侧对门两家商
户的负责人讲解新版“门前三包”区
域划分的标准，随后对胡同宽度进
行测量，找到“中点”，然后从房基线
两侧的点拉线，组成矩形，与房基线
相对的测量线穿“中点”而过，工作
人随即拍照固定界限。经过两家商

户负责人签字确认无异议后，工作
人员发放“门前三包”宣传手册，讲解
注意事项，两家商户的责任区就划分
完成。

在划分过程中，也有遇到一家商
户对面是多家商户的情况，交道口街
道城管执法队队员季杰说：“遇到这
种情况，我们会采取‘一对多’的确认
方式，划分区域必须得到每家商户签
字同意。有的商户对面是居民大院
或是院墙，对于这种情况，相应的商
户就得‘吃点亏’了，从房屋基线一直
到对面都是责任区，目前为止还没有
商户觉得因为‘吃亏’而不接受的。”

新版责任书新增图片“划界”

据了解，新版“门前三包”责任书
在原有商户对门前的秩序类、环境

类、卫生类等问题要“三包”的内容上
新增加图片照片，照片清晰展现出该
商铺的“门前三包”的范围。季杰表
示，相比于以前，这样更方便了店铺
员工对于本店铺门前区域的辨识，一
旦有影响环境卫生秩序的问题发生，
可以明晰责任人第一时间处理，大大
减少了商户间互相扯皮推诿等问题。

此外，新版责任书的执法部门也
有重大变化，以往“门前三包”执法检
查工作台账检查单位仅涵盖城管部
门；现在则依据辖区特点，树立“综合
管理”理念，不仅有城管还有市场监
管、卫生和消防等部门，解决了日常
执法单一、权责分割脱节等问题。

接下来，城管部门将根据新版
“门前三包”责任书，定期对沿街商户
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屡次整改后
仍然再犯者将予以高限处罚。

东华门街道

萌娃“主播”对话环保达人
韶九社区借助党课分享电台，创新党员学习教育形式

本报讯（记者 李滢）8月8日，东
华门街道韶九社区党课分享电台为
听众送上了一期“特殊”节目，通过
两位青少年采访社区环保达人的形
式，宣传垃圾分类。

“韶九社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红色开时
代 韶九畅和风’献礼祖国 70 周年
暑期特别节目《小手牵大手 垃圾
分类我先行》。”节目中，7 岁的张育
豪、侯嘉曜两位小朋友化身电台主
播，与两位环保达人黄淑珍、刘玉荣
一同回顾了韶九社区垃圾分类开展
情况。

“垃圾分类，我们韶九社区可
是先锋。”两位老人回顾道。作为
北 京 市 试 点 ，韶九社区早在 2005
年便已启动垃圾分类工作。两位
老人同为示范户，响应号召带动家
人与街坊一同践行垃圾分类。在
全 体 社 区 居 民 的 积 极 参 与 下 ，
2006 年，韶九社区先后获评区级

“垃圾分类示范社区”，以及市级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评
比成绩优秀”“北京市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单位”。

“垃圾分类已经成为当下居民
绿色生活的主旋律。”韶九社区党委
书记吴祥明表示，党课分享电台作
为社区党建品牌“红色开时代 韶
九畅和风”的亮点项目之一，以“党
员领读+学习感悟”的形式通过微信
公众号每月定期推出，受到了党员
群众广泛关注。时值暑期，社区邀
请青少年以记者身份参与党课分享
电台录制，不仅能提高青少年自信
与开放能力，还能借助他们的力量
将垃圾分类的理念延伸到家庭，发
挥韶九社区垃圾分类争先的优良传
统，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截至目前，韶九社区党课分享
电台已录制党员领读节目 10 期、平
均每期时长 13 分钟；推送 6 期、总时
长近80分钟；收听已达500人次。

崇外街道

青少年绘制社区“逃生线路图”
本报讯（记者 庄蕊）8月8日，崇

外街道西花市南里西区社区邀请花
市消防中队的消防员，与青少年一
起绘制“社区风险资源图”，了解社
区的风险资源，强化防灾减灾意识。

西花市南里西区社区是回迁小
区，建成于 2004 年，社区里居民密
集，老人和孩子较多。

社区的安全隐患是什么？社区
内的避难场所在哪里？危险发生时
如何最快到达避难场所？活动现
场，消防员通过一系列问题引导青
少年深入了解自己居住的社区资源
和社区安全。随后，消防员和青少
年分成小组走进小区，观察、记录社
区的风险资源情况，为绘制“社区风
险资源图”做准备。

“‘社区风险资源图’简单说就
是‘逃生线路图’，消火栓位置、医院
等救援点、应急疏散集合点以及小

区内不同楼层前往疏散点的路径都
要一一标明，尽量做到一目了然。”
一位消防员说。

准备工作完成后，在消防员指
导下，青少年以小组为单位绘制“社
区风险资源图”。大家先画出小区
的地形示意图，然后将各种风险和
资源标在图上：“红色圆点”代表高
度危险源，“黄色方框”代表低度危
险源，“绿色箭头”和“绿色方块”代
表逃生路线和疏散集合点。有些青
少年还写了关于降低社区风险的一
些对策建议。

“绘制风险地图比玩电脑里的
冒险游戏有趣多了，游戏毕竟都是
假的，而这次我真的跟着消防员们
一起侦查了我家周围的地形和实
际情况，还画出了一份真正的地
图，感觉非常棒！”10 岁的孟德萱小
朋友说。

两违建藏身临街餐馆楼顶，拆！

扫一扫可了解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本报讯（记者 李滢 通讯员 刘
满清）8 月 12 日，安定门街道联合城
管、公安、消防、安监等部门，依法拆
除了藏身于安定门内大街临街餐馆
楼顶的两处共计 140 余平方米商用
违法建设。

当日上午 9 时许，记者跟随执法
人员前往一处现场发现，通往该楼顶
违建的过道宽度不足半米，仅能容一
人侧身通过；临时搭建的简易楼梯，
也已有多处锈蚀；违建被隔成三间，
每间面积约六七平方米，用于餐馆员
工住宿和堆放物品使用；一些散落的
生活垃圾随处堆放着，私拉乱接的电

线悬挂在天花板上。
安定门街道城管执法队队员张

丙杰介绍，由于这些私搭乱建的违建
跨度比较大，且大多建在不临街一
侧，所以很难被发现。

“商家在楼顶搭建违建用作商
用，未使用防火材料，安全隐患非常
大，一旦发生火情极易导致大面积燃
烧。连接这些房屋的通道都是宽度
不足 1 米的简易楼梯，几乎没有逃生
通道。”张丙杰说。

执法人员及饭店负责人再次对房
屋进行检查，确认拆除环境安全后，工
人们切断屋内水电，逐一将违建门窗

拆卸下来。“由于处在楼顶，无法使用
机械，所以得全部采用人工拆除方
式。”张丙杰表示，由于连日来雨水天
气较多，为防止下雨造成屋顶漏水，违
建拆除后将第一时间做好防水处理。

据统计，今年以来，安定门街道
已拆除违法建设107处、面积4103.36
平方米，封堵“开墙打洞”198 处。针
对违法建设“发现难”问题，安定门街
道将对辖区每一栋建筑进行排查，结
合居民提供的线索，安排专人现场核
查，一经发现便启动调查拆除程序，
做到“早发现、快处理”，及时消除该
类安全隐患。

安定门街道

工人正在拆除违建。 记者 李滢 摄

交道口街道工作人员与商户签订新版“门前三包”责任书。 交道口街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