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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 守土尽责

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清水镇
本报讯（记者 马燊 杨铮 耿伟 屈媛

陈凯 李倩 谢琪锦）清水镇围绕“早、快、

严、效、实”五字诀，全力打好打赢疫情防

治阻击战。

一是“早”，迅速成立清水镇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机关干

部停休返岗。截至2月3日，全镇32个

村完成9轮入户排查1776户，商户18

户。

二是“快”，坚持抓早动快，确保早发

现、早报告、早处置，安排动员包村领导

干部、村两委班子、护林员做好自我防护

前提下，每天逐户逐人排查，认真核查

“三类人”人员信息。

三是“严”，聚焦管“手脚”，从严属地

管理，全力以赴减少人员流动聚集。截

至目前，共开展联合执法7次，开展宣传

活动5起，发放宣传材料500余份。

四是“效”，持续加大宣传力度，累计

布置硬质横幅标语40块，发放宣传折页

2000余份，张贴宣传海报200余份，各村

广播每天早中晚至少宣传一次，

五是“实”，坚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

为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成果的重要检验，全镇32个基层党

组织、1000余名党员，对全镇1776户居

民进行全覆盖排查、全方位宣传、全时段

监管。

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斋堂镇
按照相关工作部署，斋堂镇制定“三

步走”工作措施，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第一步，“封”。斋堂镇关闭了30个

村内的旅游项目、农家乐及各种接待场

所，设立路卡，实现24小时严防死守，并

对过往人员进行体温检测，严禁外来人

口入村，对于假期旅游人员进行劝返。

第二步，“查”。斋堂镇对近期流动

人口进行摸排，特别是从武汉及途径武

汉来京人员、从外省回京的本镇人员和

从外省来京的外地人员。

第三步，“宣”。斋堂镇进一步加大

力度宣传防范知识，各村内进行滚动广

播防疫知识，遏制居家聚会、外出访友，

避免接触和传播病毒，增强群众自我防

护意识和能力。 截至目前，为村居卡点

人员进行安全防疫系统培训30余次，村

“两委”干部分片包干，发放宣传材料、张

贴防控宣传画共计3000余份，受教育人

群达4500余人次。

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雁翅镇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雁翅镇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多举措落实各项措施

和“四方责任”，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成立防控专班，下设综合协调组、

动态监测组、突发事件处置组、后勤保障

组等8个专项组，做到统筹协调，密切配

合，形成工作合力。

全镇24个村居“两委”干部、党员干

部、志愿者坚守在防疫第一线，在各村出

入口设置40个防控点，安排执勤人员

200余人，对每个入村人员进行体温测量

和进出信息登记。

在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并利用

电子屏、广播等传播宣传口号及相关注

意事项，营造浓厚的防疫宣传氛围，进一

步提高群众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意识。

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王平镇
王平镇通过各种途径，将防控相关

措施和知识传播给群众，确保宣传全覆

盖有实效。

王平镇总面积46平方公里，辖有16

个村，4个居委会。包村居干部和村干部通

过“敲门入户”逐户向村民宣传，发放《主动

预防 积极应对——致全区人民的一封

信》。各村通过广播，循环反复提示村民疫

情防控期间尽量不外出，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正确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

王平镇在8个村居进出口检查站，用

便携式音箱循环播放《门头沟区卫生健

康委致全区人民的一封信》，引导广大村

居民不走动少走动，劝导镇外村亲友不

互相探访。在各村居宣传栏张贴宣传画

100余张。在人员较多的社区中，安装疫

情防控标语18块，让村民、返京人员时刻

都能掌握疫情防控知识，理解配合各项

防控措施，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

应有的贡献。

王平镇各村居还利用手机微信群，

加大宣传力度。针对不同人群特点，通

过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大力宣传，让百

姓自觉地提高防护意识。

与此同时，王平镇还有很多志愿者

积极加入到宣传和值守的队伍中，不论

白天还是夜间，他们都随叫随到，为疫情

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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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妙峰山镇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防控工作，妙峰山镇迅速响应，现27个党

支部均已制定了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其中17个村党支部还制定了“两委”成员

分片包干制度。

妙峰山镇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镇

长为组长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包村干部、村“两委”

干部、党建助理员走访入户向村民发放

《致各地来（返）门头沟区朋友的一封

信》、明白卡等各类宣传材料5000份；通

过张贴防护知识海报等宣传材料、大喇

叭广播、村级检查站发放宣传材料、“文

明妙峰山”微信公众号推送防护知识等

方式，营造浓厚氛围。按《妙峰山镇突发

事件舆情应对和引导工作应急预案》，建

立防控日报送舆情机制，加大正面宣传

引导，做好各类防护知识的宣传。

截至目前，妙峰山镇工作在防控疫

情一线的镇村工作人员共计240余人，

其中党员占比约60%，现已累计发放口

罩3000余个、电子体温计20余个；各村

已全部实施封闭式管理，入户排查工作

已全部完成；每日15点召开“妙峰山镇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工作汇报会”，及时通报

相关情况、解决问题。目前各村正在与

出租房屋户签署防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的承诺书，现已签订120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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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军庄镇党委、政府连续召开不同层

级、人员参加的会议13次，坚持每日会商

制度，持续部署、会商、调度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各村居四轮排查持续扩大范围，对

辖区人员进行全面摸排，牢牢掌握“三类

人员”情况，并实施相应措施；对外来租

房人员采取“三不许”原则进行管理，暨在

京的不许离京、离京的通知不许回京、在

京的不许串联聚会，杜绝交叉感染风险。

全镇各村居本着大路口设卡、小路

口封闭的原则实施封闭管理，共封闭12

处道口、设立30处道卡，24小时值守，对

各类进出人员进行询问并测量体温，对

流动人员采取测体温+身份证实名登记

管理，对外来人员一率拒绝进入。

各村居召开党员全体会议，动员全

体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充分发

动群众，参与防控工作，采取党员包户网

格化监控模式，成立党员巡逻队，每天对

辖区进行来往巡查，全面管控不遗不漏。

与辖区部队进行上门接洽，询问、排

查人员情况及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建立

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协调辖区内企业召

开调度会，督促落实防控措施；对辖区内

的餐馆、旅馆等商业经营单位持续开展

检查，该关闭的一律关闭。

与辖区出租户及村居民签订承诺

书，做到防控承诺全覆盖；向全镇村、居

民发放《一封信》和《明白卡》到户，并张

贴在公共区域、各家门前、单元楼门，做

到防控常识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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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镇结合“红色龙泉”党建品牌，

深入推进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四方

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镇党

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带头深入疫情防控

一线，围绕重点环节、重点部位、重点场

所全面开展疫情排查。

36个村居划分为5个片区，镇党建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分任片长，带头落实

“敲门行动”，包村干部、4000余名志愿

者到岗到位，包户到人，实行网格化、地

毯式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对村居进行全

覆盖，落实防控措施。

建立红色龙泉先锋应急小分队，同时，

在36个村居设立党员志愿服务岗，亮出党

旗，党员亮明身份，充分发挥党员的战斗堡

垒和模范先锋作用，坚定站在疫情防控第

一线，当好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

全镇各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建协调委

员会群策群力，大力加强村居共建，优势

互补，联防联治，确保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落到实处。

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
为全力做好地区疫情防控，永定镇

党委进一步明确了立足基本、消除盲点、

全面覆盖的工作思路，有效构筑防控安

全墙。

该镇主要领导带队到龙湖天街商

圈、体育文化中心项目部、3751拆迁地

块、公路局家属院等难点部位，重点就疫

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开展督导检查。

要求各有关单位要按照“四方责任”

规定，做好返京人员的摸排和重点地区

人员的提前规劝工作。要加强对出入口

的防控值守，对来访人员全部测体温，对

外来车辆严格登记，发现问题第一时间

上报。定期对场所进行日常消毒，并做

好自身的安全防护工作。

与此同时，永定镇进一步加强夜间

值守，广大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舍小家、为

大家，在低温和寒风中值守岗位，对进入

小区的外省市人员进行体温测试，排查

陌生车辆，并做好登记工作。

目前，永定镇各村居紧绷防控神经，

按照全天候值守的工作要求，全力加大

小区和村口防控力度，确保一方平安。

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
潭柘寺镇建立以镇党委为核心，以

32个基层党组织、16家党建协调委员会

成员、1010名党员、253名在职党员、381

名“热心人”为主体的网格化防控体系，

推动“四方责任”落实，让党旗在防控疫

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潭柘寺镇把全镇12个村（社区）划分

为118个网格化责任区，把村“两委”干

部、楼长、楼门卫士、街巷长、热心人、物

业人员、在职党员全部纳入“红色网格”。

同时，将党建协调委员会成员、卫

健、应急管理等部门集成融入网格，使党

建队伍入网格、党建资源入网格、党建作

风入网格，做到“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

格解决”，确保各项防控措施取得实效。

该镇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关

心关爱，镇领导纷纷带队亲赴防控一线，

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干部群众。

为进一步增强一线人员的自我防护

能力，潭柘寺镇积极组织多种形式的防

控知识培训，覆盖干部群众2000余人，

累计发放口罩1.4万余个、体温测量仪45

部，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体现在急需处、

落实在细微处。

与此同时，潭柘寺镇还积极做好居

家隔离人员的心理疏导和生活保障工

作，通过多联系、多沟通、多走访的方式，

切实做到“重视不歧视、隔离不隔心”。

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大台街道
大台街道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防控工作，按照相关要求，进一步发挥

关键时刻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动员地区广

大居民，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大台街道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全体党员干部协助社区落实

网格化管理工作。在进入大台地区唯一

公路通道清千路物资回收中心段设立防

疫检查点，对进入大台地区所有车辆进

行登记、人员测量体温。同时，社区落实

网格化管理工作，每日发动社区党员、志

愿者270余人，进行入户排查宣传、路口

值守等工作。

大台街道9个社区17个出入路口全

部设置检查点和劝返点，实行24小时值

守，逐一登记出入车辆和人员。并为一

线防控盯守人员配备体温仪30个，口罩

1700个，消毒液420瓶。此外，该街道坚

持每天对公共文化设施进行消毒，对每

晚停留在大台地区终点站的929路公交

车进行统一消毒清理。各社区、各单位

均设立一次性口罩专用回收垃圾桶，统

一回收处理。

该街道根据在京干部人员及时调整

干部联系社区制度，包居干部、社区干

部、机关党员每天逐户进行走访，利用微

信群、区域短信覆盖等多种技术手段，实

现宣传动员全覆盖。截至目前，累计入户

次数2123户，累计宣传群众3500余人。

该街道全面落实“四方责任”，进一

步明确街道、社区，社会单位，居民个人

的防控责任，确保防控工作细节到位，不

留死角。领导班子带头放弃休假、所有

在京机关干部党员全部停休，第一时间

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
城子街道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动

员广大党员、群众协助街道等方式，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区工作人员

积极走访摸排社区有无外来人员、有无

发烧、咳嗽等情况，告知辖区居民当前疫

情形势和自我防护等相关知识，耐心劝

导社区内未佩戴口罩的居民，减少疫情

传播的可能并对来访人员逐一测量体

温，来访车辆进行登记。城子街道还组

织相关工作人员对辖区临街商铺进行走

访排查，一旦出现哄抬物价等情况，立即

上报。

截至目前，辖区共设置检查岗41处，

累计出勤1010余人次，入户登记筛查走

访32748户次，发放“明白卡”“一封信”

20000 余张，张贴“回京报告通知书”

3000余张，宣传栏及社区显著位置设置

横幅或宣传画79处，检查辖区超市、药

店、餐饮等门店21次。

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
连日来，东辛房街道的在职党员和

区派干部们，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

极响应街道倡议，纷纷参与到社区防控

疫情工作中，有效充实了社区防控力量，

改善了社区疫情防控力量多来自于社区

年龄较大的党员、志愿者这一现状。

1月29日起，来自区规自分局、区公

路分局、区委统战部、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区文联下沉至街道的区派干部72人，

积极参与到社区值守工作中来。与此同

时，截至到1月30日，共有133人次的在

职党员到东辛房街道各社区报到。

大家根据自身特长，认领了不同的

工作岗位，有的与社区党员、志愿者一

起，把守在社区的路口，对进入社区的人

员一一测量体温、进行登记，有的和社区

干部一起，继续进行“敲门行动”，到居民

家中入户了解情况，还有的在社区办公

室，做好各类表格登记工作，有效充实了

社区防控力量。

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
大峪街道利用“走进大峪”微信公众

号发布疫情防控相关内容4条，33个社

区积极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和途径，将疫

情防疫宣传工作做细做实，覆盖辖区到

户到人，共布置横幅标语23条，电子显示

屏79个，宣传栏244个，展板橱窗56个，

绘制黑板报16块，发布微信公众号23

条，单元门口张贴及入户下发一封信

10226张，社区微网格群发布防疫信息

51次，设置录音循环宣传设备14个，设

置宣传海报、温馨提示114处。

该街道33个社区自1月29日实行

社区24小时全时段全封闭管理，针对社

区工作力量不足问题，全面发动社区党

员和各类志愿力量参与社区防控，3000

余名党员和志愿力量投入工作；街道在

日常包片干部基础上，再次整合机关各

支工作力量累计140余人，除保留必要

应急值守人员外，全部安排下沉社区开

展防控；7个区属委办局的125名党员干

部下沉街道支援社区开展防控，各类人

员力量进行整合排班值守。

德露苑社区强化党建引领发挥业委

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作用，社区党员群众

齐心协力，防控效果明显；月季园二区社

区调动辖区单位参与防控，消防支队为

社区提供照明设备若干套，便于出入口

值守管控；桃园社区强化与辖区部队联

管联控，发动居民捐献床垫数张用来封

堵社区部分出入口，同时将部队的一部

分官兵纳入社区值守，共同维护社区的

平安。

姚宝良 屈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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