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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匿名捐赠 3000副医用手套
彰显大爱无私

▲ 抢修中

民生

本报讯（记者马燊）随着防疫战
役的不断深入展开，一线人员的健
康安全也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近
日，有热心市民主动向永定消防救
援站捐赠了3000副医用手套，这种
无私、大爱的举动让人感动。

记者来到永定消防救援站，
当天执勤站岗的消防队员杜子兰
向我们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
他说：“1 月 19 日下午 4 点多，我
正在站岗，一辆私家车突然停在

我们岗亭附近，从车上下来两个
大人一个小孩，他们将三箱一次
性医用手套放在岗亭旁边，并叮嘱
我说‘你们出警一定要注意安全，加
油！’正当我用对讲机向上级领导汇
报时，他们就上车走了，我只能向他
们敬礼致意。”

经过多方寻找，记者联系到了
送手套的高先生。当记者问到为什
么要向消防站捐赠手套时，高先生
说：“因为疫情病毒会通过手部接触

传染，所以当时我就跟家人商量了
一下，把公司现有的一些商品和防
护用品捐献出去，当时也没想那么
多，就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

据了解，向消防救援站匿名捐
赠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2019年，就有许多热心市民以不同
形式对消防队员们表示慰问和感
谢，往往都是在消防救援站门前放
下东西就走，这样的行为，是对消
防队员的认可，也给了消防队员莫

大的支持和鼓励。在防疫战役的
关键时期，这种捐赠行为更加弥足
珍贵。

永定消防救援站指导员暴桃杰
说：“我们对这种匿名捐赠的行为表
示深深的谢意，近一年来，有的市民
为我们送来水果，有的市民为我们
送来蛋糕，让我们特别感动。在此，
我们也对一直以来关心关爱消防指
战员、支持消防工作的全区人民表
示感谢。”

本报讯（记者 屈媛）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以来，市场上生活必
需品供应，尤其是粮油、肉类、蔬
菜的供应倍受广大市民的关注。
近日，记者走访我区部分超市发
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
格平稳，市民无需“大量囤货”。

记者在雨润发超市看到，粮

油、肉蛋、主副食品整齐的摆放在
货架上，市民正在有序购买所需商
品，没有出现哄抬物价和哄抢商品
的情况。

京客隆超市位于我区的老城
区，平时人员流动较大，在疫情防
控期间人流量虽有所下降，但仍有
不少市民到超市采购用品。记者

在超市看到，工作人员正在为进店
的顾客逐一测量体温，清洁、消毒
等防控工作也在有序开展，超市中
商品供应充足，购物环境有序。

京客隆超市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客流量和往年
春节相比有所下降，百姓的防护意
识也比较强，目前超市的生活必需

品供货充足，能够保障市民日常需
求，商品价格也是执行的公司统一
价格，价格平稳。”

前来购物的市民说：“今天来
超市看见东西都挺全的，我觉得大
家确实没必要大量囤货，我家都是
按需购买，出门做好自身的防护，家
里的老人和小孩尽量不要出门。”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区
商务局联合北京康依家商业连锁
有限公司开展爱心捐赠活动，向全
区20家机关单位捐赠消毒液，助
力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自我区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以来，各种医护用品需求量急
剧增加。为此，北京康依家商业连
锁有限公司通过多方渠道，购买了
三吨消毒液，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截至目前，已发放消毒液120箱。

收到捐助的单位纷纷表示，会
对这些消毒液进行妥善分配、安
排，全部用于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充分发挥最大作用，确保企业的爱
心之举能落到实处。

大峪街道工委副书记仇燕军
说：“特别感谢爱心企业的捐赠，这
些消毒液我们将用于防控一线，统
一下发到各社区，由社区开展统一
消毒工作。”

北京康依家商业连锁有限公
司总经理邹刚说：“接下来，我们还
将继续发挥便民服务企业的职责，
配合全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做好
商品的供应保障和便民超市的日
常消毒工作，确保商品质量，和全
区人民一起打好这场疫情阻击战。”

本报讯（记者 杨爽）大峪街道
增产路东区社区部署落实多项综
合防控举措，自1月25日起，采取“群
防群治、联防联控”措施防控疫情。

该社区广泛动员辖区内的党
员、群众，并联合区经管站、大峪街
道城管以及各物业公司，成立社区
防疫工作组，共设置8处检查岗，
每天24小时开展站岗值守、辖区
巡查、入户摸排等工作。

据了解，增东社区常住居民
1800余户，人员构成复杂，出入口
众多。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增产路东区社区对部分入口采取
封闭管理，通过发放出入证登记管
控外来车辆，通过电子屏、微信公
众号与《一封信》等形式开展居民
健康教育，对返京人员信息进行
分类填报管理，多措并举控制疾
病传播。

增产路东区社区
多措并举防控疫情

120箱消毒液“到货”
爱心企业助力防控一线我区生活物资供应充足市民理性购物

近日，大峪街道剧场东街社区居委会接到居民反映，自家楼外
污水管井满冒外溢，存在隐患。

大峪街道接诉后，立即启动街道”接诉即办”三级应急响应机
制，街道、社区居委会及包片干部，第一时间赴现场核实情况。经现
场查看为剧场东街8号楼连接市政主管线入口处坍塌所致，造成污
水无法流入市政管线，回流管井，造成堵塞满冒。管线位置在滨河
公园绿地内，大型车辆无法进入，施工难度较大，且该楼建成于上世
纪90年代，建成时间较早，地下管线情况复杂。针对这一情况，大峪
街道立即启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组织园林、水务、环
卫等相关部门召开现场会，制定施工方案。

最终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仅用半天时间就完成了管道更换
及回填工作，并对外溢污水井周边进行了清理，居民表示十分满意，
称赞大峪街道办事处、剧场东街社区为“政府为民服务”的先锋队。

近日，军庄镇军庄村一村民在经过军庄村小白楼时发现，附近一水
管出现渗漏，怀疑管道存在破裂问题，随即将此情况上报到村委会。

军庄镇党委包村领导和军庄村村委会干部得知此事后，立即安排
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查，村委会工作人员一边向群众播报停水通知，一
边协调施工队做好施工准备工作。为保证村民日常用水，镇党委党政
主要领导到现场指导工作，施工人员对该处管道进行勘测，及时更换了
破损管道。1月16日，供水管道抢修完毕，渗漏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军庄镇党委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接诉即办”工作，推行“六员”工
作法，以“六个主动”做到闻风而动、全时响应、主动接诉、主动揽诉。目
前，军庄镇大力推行“未诉先办”工作法，力争做到村民有诉求先找村委会
进行解决，小事不出村委会、大事不出镇，目前已初见效果。此举不仅减
少了群众向12345热线反映问题的流程，同时提高了诉求办理的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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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坍塌管道堵塞
多部门联动快速解决

施工现场

▲

处理完成▲

本报讯（记者 耿伟）大峪街道各社区疫
情防控工作实行24小时值守制度后，低温
下的值守十分不易，尤其一场降雪，让冬日
的夜晚更加寒冷。但总有“门头沟热心人”
站出来，带给我们温暖和感动。

为了能让值守人员轮休时有个温暖的
环境，惠民家园社区干部刘红军和刘梦瑜看
到辖区一处底商处于歇业状态，便联系商户
王涛，希望能借用一下商铺，让值守的工作
人员有个休息的地方。当社区干部发微信
说现在开始夜间值守，还没来得及说出借用
商铺的想法时，王涛已经明白，二话不说，立
马表示随时可以把钥匙送过去。

王涛还特意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等
着社区值守人员的到来。这间商铺里，沙
发、饮水机、热水器、卫生间等设施一应俱
全，都是值守人员最需要的。王涛把钥匙交
给社区干部后说：“现在正是疫情防控的重
要时期，我也没让工人回来，一时半会儿不
营业，屋里的设施咱社区的值守人员随便使
用，能为大家做点贡献，我义不容辞，心里也
高兴。”说完转身离开了。

看着王涛远去的背影，值守人员们的感
动之情难以言表。不管冬日多寒冷，“门头
沟热心人”都会将它温暖。社区工作人员表
示，王涛的举动让我们非常感动，大家都为
他点赞！

惠民家园社区热心商户
为社区值守人员提供休息室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1 月29日，城子街道向阳社
区的一家三口从内蒙古回
京，安全起见，自觉在家隔离
14天，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
有。社区居委会得知后，安
排社区干部到超市为这一家
购买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
品，一并送到家门口，解决了
这一家人的生活需求。

社区党支部书记任向玲
不放心，还经常打电话询问
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勤洗
手，多喝水，注意休息，出现
咳嗽、发烧等症状及时联系
居委会，需要什么物品第一
时间告诉我们，我们给您去
买。”

在疫情防控的这些天，
入户宣传摸排、出入人员检
测登记、社区清扫消毒、返京
人员动态管理等一系列的防
控工作，社区工作人员几乎
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

他们心里装着的只有社区，最大的希望就是社区
每一个居民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这场“战疫”中，许许
多多的社区工作者坚守在一线，放弃与家人团聚
的机会，承担起“保我社区平安”的责任，诠释着

“最强逆行”。“过年好啊，您去哪里？请测下体温
登记。”这句话已然成为了这些“逆行者”春节期间
的标准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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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在岗 群众过节

张树伟：守护首都西大门
北京日报讯（记者 张骜）这个

春节对于张树伟来说是不一样
的。从大年三十至今，他多了一个
习惯，戴口罩；多了一句叮咛，“请
您配合我们测一下体温。”

张树伟并非医务工作者，而是
清水镇杜家庄公安检查站站长。
当站长五年来，他几乎没有在家过
一个完整的春节。今年腊月二十
九，张树伟跟家人吃了顿饺子，就开
车回到站点，和同事们一起执勤。

“我们大年三十当天开始进行
一级疫情查控，重点是进京车辆。”
他说。

杜家庄公安检查站距离北京
城区108公里，是北京最西边的公
安检查站；海拔600米，是北京所
有检查站最高的。

站点不大，除了宿舍就是车辆
进出的两条通道和执勤岗。春节
期间，在一溜儿公安制服身边，还
多了年轻的“白大褂”。

“请您出示身份证！这是准备
去哪？最近去过外省市吗？”这三
句是张树伟的固定问询，说罢，他
闪出半个身位，让手持体温检测器
的“白大褂”上前，不忘补充一句：

“请您配合测一下体温，祝您身体
健康，旅途愉快。”

原来，这些“白大褂”是区里特
意从清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
配来辅助体温检测和站点防护的，
一共4人，全天候在站点执勤。

张树伟说，自己戴口罩的习惯
就是这四位姑娘培养起来的，经过
这几天执勤，他已经从需要别人提

醒变成了随时提醒别人。
“口罩不能露鼻子，不能戴倒

了，4个小时必须更换一次，大家互
相提醒。”每天早中晚和执勤间隙，
这位站长总是走进宿舍，向每一位
民警强调纪律。同时，每天宿舍消
毒时，他总是全程监督，不放过任
何一个死角。

站在执勤岗上，张树伟腰杆直
直的，声若洪钟。用同事们的话
说，站长总是状态最饱满的一个。
可是每次抬杆，他又变得有些啰
嗦，身份证确认无误后，还要连问
带嘱咐地说上好几句，把过往车辆
来去之地查个底儿掉。

“我们守着北京的西大门，过
了这里就通向门头沟城区和北京
市区，多做一点，多问一句，是义不
容辞的责任。”

由于受疫情影响，站点从大年
三十至今的车流量每日稳定在
200辆到300辆之间，和平时千辆
相比，工作量减了不少。可是，他
和同事们却更累了。每次换班，张
树伟都要拿毛巾擦汗，再做一次眼
保健操。绷紧的弦儿稍微一松，眼
也花了，汗也出来了。

家就在门头沟城区，距离站点
85公里。没能陪家人过除夕，张
树伟心里挺不是滋味。只能通过手
机视频和父母妻儿聊聊天。在每天
有限的聊天时间内，提醒家人戴好
口罩、做好防护占据了大半时间。

“疫情就是命令，这个节骨眼
我更得在站点坚守了，因为每一次
抬杆，都是一份责任。”张树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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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