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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召开

2018年民政工作会

桑峪村发放爱心善款

永定镇搭建就业桥梁

“广播三下乡 情暖一家人”活动走进淤白村 本报讯（通讯员 陈永）2月 6
日上午，我区召开2018年民政工作
会。副区长张翠萍出席会议并讲
话，并现场为见义勇为人员赵玉龙
颁发了荣誉证书。

2017年，我区民政工作主动融
入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大局，集中力
量开展养老、殡葬、政务服务等重点
领域改革；在社会救助、基本养老、
双拥优抚安置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
惠民举措；坚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为根本坐标，推动服务和管理
力量向基层倾斜，力求构建多元化
社会治理体系；坚持用强军梦凝聚
军民共识，认真落实双拥优抚安置
各项政策，在帮助驻军官兵解决后
路后院后代问题上精准发力，圆满
完成了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各项任
务。

张翠萍对区民政2017年工作
完成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她说，下
一步，区民政局要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找准新时代全
区民政工作定位，准确把握区委、
区政府对民政工作的新要求，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主动
与“三个三”发展战略对标对表，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把为人民造
福的事情真正办好办实。牢牢把
握工作重点，在落实托底保障、发
展养老服务、加强城乡社会治理、
军民融合发展、争创全国双拥模范
区等重点工作任务上精准发力，争
取取得新成绩。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打造清正廉洁的民政干部队
伍，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氛
围，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民
政队伍，塑造民政为民、民政爱民
的良好形象。

张翠萍鼓励大家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改革创新，苦干实干，为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现代化生态新区
和建设幸福美丽门头沟谱写更加辉
煌灿烂的新篇章。

本报讯（通讯员 刘雪增）近
日，永定镇在辖区曹各庄新一区活
动站举办了永定镇2018年就业援
助月专场招聘会。

随着全镇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
进，地区转型发展态势已初具规
模。针对失地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
就业难题，镇就业和社会保障所着
眼地区实际，不断组织用工单位召
开现场招聘会，解决求职人员的工
作诉求。此次活动共有9家招聘单
位报名参会，现场为居民提供了33
个工种，151个工作岗位。当日参

会求职人员达200余人，达成意向
的40人。

在前期准备阶段，永定镇根据
去年招聘会收集的群众意见反馈，
适时优化了招聘企业和岗位结构，
保证了招聘工作效果。同时，镇就
业事务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现
场为用工和求职人员做了政策解
答。招聘会的举办为供求双方搭
建了信任互通桥梁，受到各用人
单位、求职者以及社会大众的一
致好评，保证了地区社会的长治
久安。

本报讯（通讯员 董凡）潭柘寺
镇桑峪村日前进行了爱心善款发
放。

据悉，此次活动在桑峪村第一
书记冯京佐的多方努力及北京光彩
公益基金会、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
北京华益公益基金会的鼎力支持
下，共筹得善款33万元，用来为村
内高龄老人、罹患大病村民、困难学
生提供生活帮助。

一进门口首先是确认资料、登
记、复印，然后到等候区排队等待领
取善款。笔者特别注意到，在等候
区放置一排椅子，这是专门为老人
们准备的。此次善款发放的对象大

多是70岁以上的老人，考虑到有亲
自来领款的老人久等累着时可以休
息。工作人员们还说：“这资金是冯
书记费了好大的心血给大家伙儿争
取来的，这么多好心人为乡亲们提
供帮助，我们能做的也就是早点准
备好，早点让大伙儿领到钱了。”

前来领款的人数不少，但现场
秩序井然，大家都能按照工作人员
的安排有序进行。此次活动共为
65名老人每人发放1000元，45名
大学生、高中生每人发放500-800
元不等。另外，春节后还将为罹患
大病的村民发放1500-10000元不
等的善款。

本报讯（通讯员 王霞）日
前，大峪街道增产路东区社区的
小院儿里早已经是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居民们早早来到这里，
期待一年一度的“最美增东人表
彰会和联欢会”的召开。

活动现场，该社区对9家辖
区单位、11支社区志愿者服务
队、优秀志愿者、楼门长及优秀

共产党员共计140人进行了表
彰，感谢他们一年来默默奉献、
无私忘我，并向他们致以崇高的
敬意。

社区搭台居民唱戏，居民们
通过三句半、舞蹈、葫芦丝、快
板、歌曲等形式多样的节目歌颂
党的伟大、抒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增产路东区社区举办新春联欢会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春节前
夕，区烟花办按照市、区关于做好
烟花爆竹禁放工作的要求，将军庄
镇、永定镇、潭柘寺镇、龙泉镇、城
子办事处、大峪办事处、东辛房办
事处 7个镇、办事处行政区域划定
为烟花爆竹禁放区域，并积极协调
辖区内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
小区物业等单位，充分利用标语、
横幅、电子屏、手机短信及警务微
信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禁放宣传
活动。

据区烟花办工作人员介绍，春
节期间，除了加强对重点区域的巡
查外，若发现有违反禁放规定的，
由区公安部门责令改正，收缴其烟
花爆竹，并对单位处 1000 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100元
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有些情节严
重的，则对单位处 5000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

如果在禁放区域内燃放烟花
爆竹的市民拒绝、阻碍执法人员执

行职务的，将由公安机关依法对其
进行处理。

此外，记者从区烟花办了解
到，对于春节期间发现违反禁放行

为 的 违 法 活 动 ，市 民 可 以 拨 打
69842064或属地派出所电话，区政
府对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后将根据
奖励规定及时予以奖励。

宣传烟花禁放宣传烟花禁放 平平安安过年平平安安过年

本报讯（通讯员 周涛）1月
24日，斋堂司法所开展“法治春
联送温暖”乡村行活动，邀请区

书法协会书法家到斋堂镇灵水
村和马栏村，现场为村民们书写
法治春联200余幅。

法治春联送温暖

本报讯（通讯员 陶祥生）2月
7日，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
市国资委联合举办的2018年“广
播三下乡 情暖一家人”活动走进
雁翅镇淤白村，在“小年儿”来临之
际为村民们送去年货、医疗服务、
春联和精彩的文艺节目，一同喜迎
狗年新春的到来。

活动过程中，北京人民广播电
台的主持人为村民们献上丰富多
彩的文艺节目。淤白村剧团演员
也表演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蹦
蹦戏，为乡村百姓奉上一台精神文
化大餐。活动现场还启动了淤白
村广播改造仪式，将由专业设备团
队为淤白村修整旧广播设备。

淤白村属于雁翅镇13个低收
入村之一，全村共有低收入户165

户311人。“三下乡”活动专门为淤
白村送来了米、面、油等生活必需
品，还为困难户带来了棉被、春联、

酸奶等年货和慰问金。北京人民
广播电台带来的医疗团队在淤白
村文化活动中心设置医疗点，开展

《心肺复苏急救》及《安全用药》健
康科普讲座，同时进行测血压、听
诊等免费医疗服务，为村民们普及
医疗知识、检查身体状况。书法家
现场挥毫泼墨，写春联、送福字，提
前为村民送上新春祝福。活动最
后，慰问小分队走访慰问3户困难
家庭，把棉被、慰问金和新春祝福
送到困难户手中。

据了解，“广播三下乡 情暖一
家人”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年坚
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的品牌项目。十二年来，北京人民
广播电台定期开展“三下乡”活动，
走进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为乡亲
们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在新春
来临之际让地区百姓感受到来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祝福与温暖。

萧瑟寒夜今又是萧瑟寒夜今又是 续写生命谱华章续写生命谱华章
本报讯（通讯员 杜武英）1月

18日，四九第一天的凌晨2时40
分，刺耳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这
已是今夜第三次从睡梦中被惊醒
了。朦胧中，感觉好像才刚刚躺下
就又被唤醒，京煤总医院心内科罗
建平主任拖着疲惫的身躯，迅速披
上衣服，趁着夜色匆匆赶往医院。

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夜晚，这
是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刻，凌晨三时
的街道上，橘黄色的街灯孤独的站
在路旁，忽明忽暗无力地眨着眼
睛，仿佛是在提醒人们，此刻应该
是休息的时间，此刻应该是睡觉的
时分，宽阔的街道上没有一辆车的
影子，偶尔被风吹起的尘土及碎
屑，不停地在空中飞舞、升腾。

罗建平主任到达导管室时，
患者已被安置在手术床上，已经
到位的医生护士们正在忙碌着，

消毒、铺巾、连接仪器、开通静脉，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突
然，心电监护的报警器嘟嘟作响，
一声紧似一声，医护人员的心立
刻悬了起来，不由得心跳加速、动
作变得更加敏捷。患者出现躁
动、呻吟……不好，病人室颤了！
手术医生褚亮立即拿起除颤器、
安放电极、除颤！随后即行胸外
按压。“肾上腺素、多巴胺、胺碘酮
……”争分夺秒的抢救在紧张有
序进行着。

“复律成功”！趁着患者病情
稍稍稳定的瞬间，已经到位的医生
以最快的速度穿刺、行冠脉造影。
结果显示：冠脉病变极其危重，一
条血管冠完全闭塞，一条血管闭塞
达90%以上，仅剩的另外一条大血
管非常迂曲、狭窄明显、钙化严
重。所有人都为病人如此严重的

病变揪心不已，也为接下来的手术
难度和手术风险捏了一把汗。而
罗建平主任镇定自若，没有流露出
一丝慌乱的神情，用娴熟的手法迅
速将临时起搏器安置成功，接着将
主动脉球囊反搏器成功植入，全神
贯注修复着每一处斑块及狭窄病
变……“抽吸血栓、球囊扩张、支架
植入……”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大家屏息静气，唯恐给术者带来一
丝的惊扰。当堵塞的2根血管被开
通，缺血的心肌血供得到恢复，患
者的症状得到改善时，人们稍稍松
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这已是今夜成功救治的第3名
急性心肌梗塞的重症患者了。急
性心肌梗塞患者的抢救能否在时
间窗内完成，直接关系到患者预后
及转归。时间就是生命，这个病人
从进导管室到血管开通，仅仅用了

30分钟。30分钟，对常人来讲不
过是一顿饭、一壶茶的时间，但对
于患者来说，却是生与死的分界
线。挽回一条生命，就是挽救了一
个家庭。这仅仅是成功抢救的若
干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的一例。
而这种与时间赛跑、与死神竞技的
场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急危重症患者之所以抢救成
功，得益于医护人员过硬的专业技
能，得益于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
得益于救死扶伤的坚定信念，得益
于“处乱而不惊、临危而不惧”的胆
识和魄力。

“面对纷繁复杂的病情变化之
所以能负重致远，不仅需要个人能
力的充分发挥，更需要整个团队的
精诚合作，不仅需要专科技术的有
力支撑，更需要多学科的相互配
合。”罗建平平静地说。

我区部署
2018年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 屈媛）2月6日下

午，我区召开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
理大整治专项行动会商会暨2018
年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
副区长王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区安全监管局汇报大排
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推进情
况，部署2018年春节期间安全生产
工作；区消防支队汇报大排查大清
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推进情况；各镇
街汇报辖区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
项行动推进情况及2018年春节期
间安全生产工作重点。

王涛要求，全区各单位各部门
按照会议要求，结合地区实际情
况，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查漏
补缺，强化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确

保节日期间的安全。他强调，一要
始终抓住隐患的排查治理工作，强
化安全生产工作，形成长效防控机
制，节日期间，要更加强化跟进应
急处置措施，避免发生安全生产事
故。二是针对节日期间各地区特
点和实际情况，各相关部门、各镇
街、各行业、各领域要全面强化各
项主体责任，做到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把行业的监管责任落实、落
细、落到位。三是森林防火工作是
重中之重，各项防范措施要全面落
实到位，节日期间，进山旅游、返乡
过年的市民增多，要加强管护措
施，确保护林员到岗到位，对重点
路口进行严盯死守，避免发生火
险。

我区召开2018年春节、
全国两会旅游安全保障工作会
本报讯（记者 李冰）2月6日下

午，区假日办召开了2018年春节、
全国两会旅游安全保障工作会。副
区长庆兆珅出席并讲话。

会上，区旅游委相关负责人部
署我区2018年春节假日旅游服务
接待和安全保障工作，治安支队、消
防支队、交通支队等相关单位分别
就潭柘寺景区大型节庆活动安保工
作、森林防火、消防安全、烟花爆竹
安全燃放、假日交通等方面的工作
做了专项部署。

庆兆珅强调，一是落实领导责
任，提高政治站位。要高度重视，认
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工作各项决策
部署，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
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

管安全”的要求，从严从实从细做好
安全保障工作。二是加强部门联
动，狠抓源头管理。属地镇街、企业
要加大工作力度，结合具体情况，做
出统筹安排和部署。要深入开展安
全生产检查巡查，做好记录，保证安
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相关部
门要加强沟通交流，积极做好配合
工作。三是强化应急保障，确保信
息畅通。要强化值班值守制度和应
急演练工作，值班人员要严格执行
值班期间各项规定，保持通讯畅通，
确保突发事件得到及时、有效处
置。区假日办（旅游委）24小时值
班、投诉电话：69862525。

各相关委办局、各镇街主管领
导以及旅游企业负责人参加。

送年货 送文艺 送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