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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生
探索创新
全面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北科大社区居委会 2011 年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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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食谱

茄汁牛腩
【配料】牛腩
500 克，洋葱
2011 年，北科大社区居委会在地区政府和学校的共同领导下，坚持关注民生，探索创新，全面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半个、西红柿
具体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2 个、番茄酱、
红葡萄酒、老
一、完善党建工作机制，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
抽、盐、糖、
注重发挥社区党委在社区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工作作为
黑胡椒碎、食
社区建设的“聚力工程”来抓，努力创建学习型党组织；促进党建创新，进一步推进社区党员与大学生党员“1+1 党员亮
用油。
【做法】1、牛
相先锋岗，帮老助残促和谐”活动，提出“五模式”工作法推进社区党务公开；认真策划建党 90 周年活动：精心制作社
腩切块入凉水
区党员风采录、纪念章，同时开展“看、学、答、忆、寄、温、展、评、唱、捐”等 10 项活动，增强党组织凝聚力，以
锅煮沸后，撇
党建促社建，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去浮沫，取出
牛腩备用；
二、完善惠民服务体系，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2、洋葱切块，
1、关注民生，扎实做好基础性服务工作。居委会以顺民心、献爱心、创和谐为目的，规范社区服务管理，完善惠民
西红柿去皮后
服务体系，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认真做好承接社区管理和服务的社区福利、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计划生育、 切块；
3、锅加热，放
文化体育等工作 , 切实将各项惠民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居民中。如 : 为 2000 多名 60 岁以上老年人建立信息库；为
入食用油，三
391 名 80 岁以上老年人和 39 名重残无业人员发放居家养老 ( 助残 ) 券；为社区低保、军烈属、无固定收入人员、地退人
成热时放入洋
员、重残人员发放慰问金；全年共调解居民纠纷 150 多起，调解成功率达到 95% 以上；为 97 名失业、无业独生子女家庭
葱进行煸炒；
4、加入西红柿
审核发放独生子女费；举办健步走、红歌会、居民新年联欢会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倡导健康理念，丰富居民的精神
块进行煸炒，
文化生活 ( 仅举以上几方面为居民服务的例子 )。
再加入番茄酱
2、人防、物防、技防并举，维护社区安全稳定。争取学校支持在社区主要部位新增电子监控设备，加强志愿者队伍
炒出红油；
5、加入牛腩，
建设，确保了重点日、敏感日社区各类重点人、各重点部位落实责任到人，切实做到防控全面、到位，消除安全隐患，
翻炒均匀后淋
提高社区总体防控能力，保证社区的和谐稳定。
入红葡萄酒，
3、打造一刻钟服务圈，建设便捷宜居家园。目前以社区居委会为基点，打造集医疗、餐饮、娱乐、购物为一体的便
再加入老抽提
色，并加入盐、
捷宜居家园，一刻钟之内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都可以在社区得到满足，极大地方便了社区居民的生活。
糖、黑胡椒碎；
4、设立“日间照料室”，探索社区养老新模式。社区设立了老年人“日间照料室”，被确定为海淀区 10 个托老所首
6、加入开水至
批示范点之一，其服务功能较为完善，棋牌室，多功能厅，书画手工室、阅览室都向老人们开放。此外，还有青松老年
没过牛腩，煮
看护服务机构的专业护理师协助做好老人的护理工作。
沸后，改小火
5、建立便民菜站，保障居民菜篮子。为解决长期以来社区居民买菜贵的问题，居委会积极争取学校支持，政府指导， 炖煮约 2 小时
即可出锅。
企业唱戏，在社区建立了实行零租金的便民菜站，让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买到新鲜便宜蔬菜。后又成立了由 31 人组成的社
萝卜炖羊肉
区义务监督队，对菜站的菜价、质量、卫生等进行监督，维持菜价稳定。
【配料】羊肉
6、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开办“心桥室”倾听居民心声。设立“心桥室”，为居民提供倾诉、咨询、访谈场所，由社
400 克，白萝卜，
区党员、大学生志愿者和社区律师开展心理健康、法律咨询等服务，联合社区民调委员会，形成集心理、法律咨询、知民情、 蒜苗，生姜，
大料，桂皮，
解民困为一体的工作机制，努力做到化解矛盾纠纷，为居民排忧解难，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
食用油，红油，
7、安装“爱心椅”，方便居民休闲娱乐。为方便居民外出休闲活动，居委会积极向学校和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申请
酱油，高汤，
料酒，胡椒粉，
经费支持添置了 100 多个新的户外座椅，分布在居民活动比较频繁的路段和区域，被居民们亲切的称之为“爱心椅”。
豆瓣酱，精盐，
8、拓展社区宣传途径，开通社区网站，打造“宣传直通车”。今年上半年，社区创办了自己的网站，及时发布社区
味精。
工作的最新动态、举办各种活动的通知以及政府发布的各项政策法规，让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了解社区大事小情。此外，
【做法】1、羊
肉洗净切块，
社区还开通了“文化宣传直通车”，广泛分布在社区楼宇间，便于居民随时随地查看社区各项通知和温馨提示。
白萝卜洗净去
9、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今年社区基础设施得到一定的改善：6 月份新安装了 26 个宣传橱
皮切块，生姜
窗；8 月份，完成了 9 个居民楼前道路的修整工作；9 月份，新安装 30 余盏路灯，并对原有路灯进行了维修；11 月份，
洗净拍松，蒜
苗洗净切段；
对社区内 17 墩凹凸不平的树桩进行了刨除和路面修复。学校共投入 130 余万元予以支持。
2、往锅里放油，
三、统筹兼顾，全面推进社区建设
烧热，放入姜、
1、积极推进网格化建设工作。联合学校和政府相关部门组建二级网格，发动社区力量组成三级网格，将社区大小事
大料、桂皮、
豆瓣酱、羊肉
务纳入到网格中，整合各类资源有效协调解决问题，为居民服务到末梢。
爆炒出香味，
2、认真完成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成立了由社区党委书记任组长的选举工作小组，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
注入料酒、高
合理分工，有效调配人员力量，严格按照选举法的有关程序，本着公平选举的原则，充分保障每一个选民的民主权力，
汤，用中火烧；
圆满完成了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
3、然后加入白
萝卜、盐、味精、
3、努力做好垃圾分类工作。举办垃圾分类知识科普会、垃圾分类工作动员会，并自制了宣传视频用于居民垃圾分类
胡椒粉、酱油
知识培训。11 月 1 日，社区正式开始垃圾分类工作。为促进该项工作顺利进行，居委会领导经常在社区巡视，检查工作
烧透至入味，
开展情况，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同时，积极动员三级网格格长和楼门长等社区骨干力量对居民进行分类投放指导。
放入蒜苗、红
油，稍烧片刻
感谢政府和学校的大力支持，感谢楼门组长、社区志愿者和积极分子的参与，感谢全体居民的理解和支持。北科大
即可。
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将以百倍的努力、饱满的热情做好社区工作，以崭新的姿态精神抖擞地迈入 2012 年。

欢乐社区年

共唱和谐曲

12 月 28 日，社区迎春联欢会在教职工活动中心隆重举行。社区志愿者、楼门长、社区党员、退休老同志及各项工作
积极分子 500 多人参加了联欢会。街道办事处和学校相关部门领导一同观看了演出。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卢燕在致辞中表达了对社区居民的新年祝福，并向大力支持社区工作的社区志愿者、楼门长等各
项工作积极分子表达了感谢和慰问。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侠一曲《呼伦贝尔大草原》拉开了联欢会的序幕，博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居委会工作人员在杨
主任的带领下为居民表演了舞蹈《祝福祖国》，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年轻、快乐、坚强、蓬勃”；太极拳辅导站表
演的太极综合展示《晨练掠影》，太极拳、木兰扇、长穗剑等多样招式向我们展示了社区中老年人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社区合唱队、模特队、舞蹈队、柔力球队、晨练队、和谐之音乐团也都各自展示了风采。整个联欢会现场高潮迭起，台
上台下融为一体，笑声、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处处洋溢着欢快、团结、祥和、热烈的浓浓气氛。现场还进行了抽
奖活动，社区志愿者张福兰还幸运的获得了特等奖。

居干表演舞蹈《祝福祖国》

《晨练掠影》展风采

【为民服务】
民事调解
10 至 12 月份，社区调解委员会为居民进行各种纠纷
处理 32 次，律师接受咨询 10 人。
【典型案例】社区居民李老师反映他家暖气已经有四、
五年不热，虽然多次找到后勤维修组帮忙解决，但是因楼
上住户一直联系不到，后勤维修人员一直未能进门进行修
理。今年 11 月份又到供暖时间，李老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到社区调解委员会请求帮助协调。调委会立即联系后勤维
修负责人进行沟通，他表示只要能开门，维修人员随时前
去修理。随后，居委会多方查找，与楼上住户取得了联系。
经过耐心沟通，楼上住户同意把联系方式留给维修人员，
并约定好时间上门修理。李老师家暖气不热问题终于得以
圆满解决。

整治环境 确保居民生活安全
针对社区某些路段部分遗
留的树桩拱破路基，致使路面
凹凸不平，影响居民正常出行
的问题，11 月份开始，社区服
务管理中心组织工人对树桩进
行了处理。在刨除树根的基础
上，将树坑用沙土进行充填、
压实，最后又将路面修复平整。累计共对 17 处树桩进行了

预防艾滋病
☆什么是艾滋病

“和谐之音”奏和谐

舞蹈队表演蒙古舞《赞歌》

刨除和路面修复工作，保证了居
民的出行。
12 月 6 日，在深入每一栋居
民楼督促居民主动清理自家堆放
在楼道内杂物的基础上，居委会、
社区服务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学
校保安的配合下，对遗留在楼道
内的无主物品统一进行了统一清理，累计清理杂物 5 车，消
除了消防安全隐患。

高度重视 认真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在前期广泛宣传、全面培训、发放垃圾桶、多渠道通知
到户等工作的基础上，11 月 1 日社区正式开展了垃圾分类工
作。垃圾分类指导员在工作逐步推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
们不怕脏、不怕累，认真负责，
在规范垃圾分拣的同时，努力做
好居民垃圾分类指导。居委会领
导对该项工作非常重视，经常一
大早就在社区巡视，检查工作进
展情况，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
同时，积极动员三级网格格长和
楼门长等社区骨干力量对居民进行分类投放指导。通过多方
努力，大部分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都比较理解和支持，社区
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有的居民还将自己的心得体
会写成文章，投稿《北科大社区之声》，详见第 8 版。希望
更多的居民积极参与、身体力行，投入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

☆预防艾滋病的方式

1、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
艾滋病是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目前还没有治
2、进行安全的性行为，正确使用避孕套。
愈的药物和方法，但是可以预防。
3、避免不必要的输血和注射。
艾滋病的医学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
4、拒绝毒品，不共用注射器。
缩写 AIDS），是由艾滋病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
5、避免母婴传播，艾滋病病毒呈阳性的妇女应慎重怀
起的一种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后破坏人体的免 孕。
疫功能，使人体发生多种难以治愈的感染和肿瘤，最终导致
☆温馨提示
死亡。
1、为了方便管理，社区居民如有户口迁入迁出的情况
艾滋病病毒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较弱，离开人体后，常 请务必到居委会变更户籍管理信息。
温下只可生存数小时。高温、干燥以及常用消毒药品都可以
2、凡居住于我社区的流动人口请于入住时到居委会
杀灭这种病毒。感染艾滋病病毒后，4—8 周才能从血液中检 （8 栋西侧）进行登记，以方便日后办理相关事宜。
测出艾滋病病毒抗体，但在能测出抗体之前已具有传染性。
3、社区居民办理转档、开具证明等事项，请务必携带
此期间称作窗口期。
户口本、身份证等相关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