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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

村支书当起生活采购员

我区加大疫情防控力度 维护家园安全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屈媛 李

倩 安振宇 杨铮）连日来，区委书记
张力兵，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国才，区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彭利锋，区委常
委、副区长庆兆珅等区领导，深入
基层一线，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张力兵带队到山区部分镇、村
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和便民市场供
应情况。并慰问了坚守一线的工
作人员。

在详细了解了各镇、村疫情防
控情况后，张力兵要求，各镇、村要
继续强化防疫措施，加大值守力
度，合理安排轮换时间，切实做到
24小时有人查、有人守，并严格执
行体温监测、信息登记、车辆消毒
等防控举措。同时，属地也要做好
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时刻关怀值守
人员，让他们喝上热水、吃上热饭，
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值守环境。要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动群
众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着力开展群
众健康与自我防护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人民群众防疫防控意识和自
我防护能力。还要加强人员排查，
强化外地返京人员的信息摸排情

况与联防联控措施，对近期返京人
员的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确保地
区安全稳定。

张力兵还仔细查看了各便民
超市的商品进货渠道和价格。他
说，各村居超市要高度重视防疫工
作，积极采取防疫措施，做好对进
入人员的体温检测，确保防控工作
落实到位。同时，要做好商品的供
应保障，既要确保供应充足，也要
保障食品新鲜。

付兆庚以“四不两直”的方式
先后到龙山家园、丽湾西园、河南
街、安康小区等社区检查指导社区
防控工作。

每到一处，付兆庚都详细检查
了外地返京人员登记、体温检测、
卫生消毒、进出人员和车辆管理等
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付兆庚指出，现在正值返京人
员高峰期，各社区要严格做好来京、
返京人员的信息登记和防控排查工
作，详细掌握辖区居民的动态信息，
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和健康指导
工作。同时，认真做好居家隔离观
察人员的日常监测和服务保障工
作，确保阻断传染源。此外，街道、

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物业工
作人员和机关下沉人员要密切配
合，织密社区防控网络，确保社区24
小时有人值守，共同维护家园安全。

陈国才带队到军庄镇，就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检查，并慰问广大值
守人员。

陈国才先后来到杨坨社区、军
庄村、杨坨公交场站、灰峪集中隔
离点，实地查看各类措施落实情
况，并叮嘱在岗值守的广大党员干
部、志愿者们做好防护措施、注意
防寒保暖。

陈国才指出，军庄镇及辖区各
企业要密切配合、联防联控，做好
防控工作。要进一步明确防控职
责和工作要求，聚焦外来人员排
查，要织密全覆盖、全封闭、全参
与、全天候、全盯牢的联防联控网
络，突出重点、精细精确、严格管
控，确保有效遏制疫情输入。要持
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引导党员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

副区长张翠萍参加检查。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彭利

锋一行，到杜家庄、芹峪口公安检

查站和双大路、白虎头检查口，检
查疫情期间的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详细了解卡点的工作流程、人员配
备、物资储备等情况，慰问在检查
站值守的一线工作人员，并叮嘱他
们注意自身防护。

彭利锋指出，今后两周是控
制疫情的关键时期，各个路口检
查站，作为首都西大门的重要关卡
防线，要加大疫情防控工作力度，
严格落实进出人员登记和体温测
量制度，严阵以待、严防死守、严
密管控，齐心协力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庆兆珅带队，先后到晨光饭
店、滨河路网咖中心、长安天街
KTV和电影院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庆兆珅强调，各单位要继续按
照相关规定暂停营业，全力落实好
各项疫情防控工作，提高政治站
位，勇担使命责任。各企业职工要
做好自身的防护，值班人员要继续
加强环境卫生管理，坚持每天打
扫，定时消毒，规范登记。相关委
办局要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工作，积
极响应国家号召，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

北京日报客户端讯（记者 张
骜 通讯员 赵盈春）鼠年第一场雪
如约而至，相比北京城区，100多
公里外斋堂镇马栏村的雪更大，
可是丝毫没有阻挡村支书宋孟杰
出门的脚步。提早打着车、叫上

“记账员”、核对账本，从大年初六
至今，宋孟杰每天出门前都要进
行如下的规定动作。

“方桂兰3斤鸡蛋”“于志梅
蒙牛牛奶”“于秀英黄瓜2斤”，记
者看到，账本上记录着当天要采
购的物品，涵盖蔬菜、水果、蛋奶
和日用品。

原来，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出现，马栏村加强了防疫
措施。村里决定，村民无紧急情
况不得随意出入，村委会统一外
出购买食物和生活用品。

作为村支书，宋孟杰主动挑
起了采购员的担子：“每次两名同
志出村，为避免感染风险，基本上
我都要去，买回来后再由其他同
志进行派送。”

2月2日，上午8点刚过，带
着写满采购信息的账本，迎着瑞
雪，宋孟杰一行驱车6公里，来到
斋堂镇定点便民菜店，开始挑选

黄瓜和豆芽。
拿起一根黄瓜，看了看，宋孟

杰转头咨询起同行的记账员：“这
样的行不，老于他们家是要粗点
的还是细点的？”宋孟杰说，别看
采购量不大，压力可不小，他的宗
旨就是让村民们都满意。

“牛奶买高钙的成不？挂面
买细条的可不可以？”看着村支书
不厌其烦地给村民拨打电话，超
市营业员竖起大拇指，为宋孟杰
点赞。

上午11点，忙活了大半天的
宋支书终于回到村委会，车后座

上是满满当当的货物，而一个专
用布袋里，则是给村里老人开的
日常用药。

为了减少疫情期间接触，村
委会要求年轻村民上门提货，村
里老人们日常所需则由村干部送
货上门。正当宋孟杰想喝口热水
的时候，方桂兰来到村委会取鸡
蛋。

“书记，辛苦了，我把鸡蛋拿
回去，您把钱收好。”虽然戴着口
罩，掩盖不住方桂兰脸上的笑容，
鸡蛋虽小，却拉近了村民和基层
干部的距离。

本报讯（通讯员 孙宝明）近日，
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针对雪天道路
状况，采取道路交通疏导、恶劣天
气安全提示等工作措施，在各主要
街道、路口、路段加派警力，防止交
通拥堵以及交通事故的发生。同

时，执勤中队民警根据辖区道路状
况，加大对辖区道路巡逻力度，全
力做好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为
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利的道路交
通安全保障。

雪天保障交通安全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 谢琪锦
陈凯）从2月5日下午开始，我区出
现降雪，突如其来的大雪虽然给交
通带来了些许不便，但却阻挡不住
奋战在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
冒着风雪坚守岗位执勤防控，认真
进行排查登记工作，全力确保疫情
防控工作万无一失。

在龙泉镇滑石道村的出入口，
由镇政府工作人员、志愿者、在职党
员组成的值守小队正在进行登记排
查工作，大家分工明确，现场秩序有
条不紊，丝毫没有受到降雪的影响。

滑石道村党支部书记尚永臣告
诉记者“虽然今天下雪，但我们也是
要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各组加
派人员，轮班值守，确保24小时不
缺岗。”

在大峪街道新桥社区门口，志
愿者们坚守在防疫岗位上，严格盘
查进入社区的人员、车辆。更有不
少志愿者早早的来到社区，纷纷拿
起工具扫雪、铲冰，为居民出行提供
安全保障。据新桥社区党委书记黄
临生介绍：“针对降雪，我们也是提
前部署，提前订好干部值班制度，同
时，我们还制作了居民出入证，方便
居民进出小区。”

雪花飞舞，难掩眉宇间透露出
的关怀。天寒地冻，阻挡不了坚守
家园的决心。比起如梦如幻的雪
景，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坚守
在工作岗位，为抗击疫情默默付出
的工作人员，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描绘出一幅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共同奋战的雪中画卷。

冒雪坚守岗位 众志成城抗疫情

抗击疫情抗击疫情 感受温暖感受温暖

本报讯（记者 李倩）疫情防控期间，蔬菜等生活必
需品的供应，是百姓最为关心的问题。为此，妙峰山镇
水峪嘴村联合天平超市设立临时菜站，为村民提供新鲜
蔬菜，解决百姓燃眉之急。

记者在村里的天平超市看到，临时菜站的货架上整
齐码放着菠菜、油菜、小萝卜等新鲜蔬菜，物品齐全、价格
平稳。这两天，很多村民都要到这来选购。

村民张宏梅提着刚买到的蔬菜说：“有了菜站以后，
我们不用出村就能买着新鲜蔬菜，方便太多了！而且这
菜又新鲜又便宜，解决了我们生活中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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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 争第一

临时贴心菜站
为百姓解难题

为切实保障新鲜蔬菜能充
足供应，该村委会在原本自产自
销，为景区供应菜品的蔬菜大棚
里，种植了十余种蔬菜，并派专
人进行采摘、配送、管理，确保新
鲜的蔬菜能在第一时间送到天平
超市，保障村民日常生活所需。

“两个大棚，每天能摘百八
十斤的蔬菜供村民食用，而且为
了保证供应，我们都是随时采
摘、随时补种，不断增强生活必
需品的保障力度。”水峪嘴村党

建助理员艾宁告诉记者，大棚供
应的菜品有限，大家的需求也不
一样。为此，村内天平超市的负
责人还会对村民需要的菜品进
行登记，从网上平台进行补货，
力争让每一位村民吃到可口的
蔬菜。

艾宁说：“希望通过我们的力
量可以不断满足村民的需求，解
决他们的困难。即使疫情期间，
也让大家感到温暖，真正做好群
众的贴心人、热心人、知心人。”

本报讯（通讯员 薛楠）2月5日

上午，我市迎来疫情期间首场降

雪，区环卫中心见雪情如命令，有

条不紊，在做好各项防疫措施的同

时，及时启动扫雪铲冰应急预案，

全体职工到岗到位，第一时间打响

除雪战“疫”，确保雪天道路畅通，

人员、车辆出行安全。

率先展开扫雪铲冰工作的是

区环卫中心斋堂所，针对山区路段

气温较低这一情况，区环卫中心采

取人机结合的作业模式，提前部

署，未雪先行。临近晚间，城区气

温下降，降雪量也逐渐加大，区环

卫中心及时调整作业人员和机械

化设备，撒播机、多功能除雪车等

各类除雪设备全部上路，同时对各

主干道路、易结冰路段展开除雪作

业，背街小巷进行人工撒泼。截至

2月 6日上午8时，共出动作业人

员1388人次，各类作业车辆、设备

223车次，开展巡回检查20次。经

过全体环卫职工彻夜奋战，全区各

主干道保持畅通，目前降雪还在继

续，区环卫中心将继续监控雪情，

随时做好作业调整，全力打赢疫

情、雪情攻坚战，为全区市民营造

安全、清洁、舒适的出行环境。

除雪战“疫”日夜奋战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2月5日
下午降雪突至，路面湿滑，特别是山
区道路，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此，
北京公交集团采取应急措施，对公
交线路进行调整，我区共45条公交
线路因此受到影响，其中停驶42
条，区间运营3条。

记者了解到，停驶车辆为，
M40、M36、M37、929、892、M22、
M11、M6、M16、M5、M4、M3、
M7、M20、M31、M35、948、931、
M32、M44、M2、M8、M9、M10、
M12、M13、M14、M15、M17、
M18、M19、M21、M23、M28、
M29、M33、M34、M38、M39、
M26、633、M30路，其中区间运营
车辆为，M27路，紫金路南口至香

峪方向发区间车辆，紫金路南口至
西杨坨方向，甩掉香峪、香峪村、东
杨坨三站。891路发区间车辆，甩
掉龙门二区、增北路南口、和平东街
东口、和平西街东口、龙山街、龙门
三区、龙泉小学七站。M1路紫金
路南口至东山公交场站区间线路，
甩掉东杨坨、孟悟村、军庄镇新村、
东山、东山公交场站五站。

公交企业在此期间，还会持续关
注受影响公交线路的途经路段，通过
实地勘查，对符合公交安全运营标准
的，将及时恢复、调整线路运营，截至
2月6日中午12时，共1条M1路公
交线路恢复运营，还有42条公交线
路停驶，2条公交线路区间运营，城
区公交线路目前整体运营平稳。

受降雪影响 我区42条公交线路停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