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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疫无情人有情 春日朝阳暖人心防控疫情，我们在身边守护你！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陈凯 闫吉）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自
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以来，我区各级
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在前，争分夺
秒抢时间，用汗水筑起一道道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的安全线。

为坚决打好打赢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攻坚战，以各
委办局下沉的机关干部、社区网格
员、志愿者为主体的城子“热心人”
队伍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在疫情防控防治工
作中当好“五大员”的角色。

当好防控政策的宣传员。及时
了解掌握党中央、市委、市政府和区
委、区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
署要求和决定，组织学习《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
（村）防控工作方案》23次，做好政策
宣传解读，杜绝身边群众信谣传谣。

当好防控知识的讲解员。及时
了解、熟知疫情防控知识和信息，利
用公众号、微信群科学宣传疫情防
护知识270余次。在41个设卡的进
出口，指导帮助他人严格遵循戴口
罩、常测温、勤洗手等基本的日常疫
情防护措施5000余次。

当好防控工作的服务员。900

余名“热心人”在“群防群控、知识宣
传、舆情控制、物资筹集”等志愿服
务中充分补台补位，服从统筹调
配。区委办局下沉的98名干部，52
人参与社卡防控，34人参与知识宣
传，12人帮助物资筹集，街道125名
机关干部协助社区排查、报表，做到
了帮忙不添乱、援手不缺位。

当好文明行为的引导员。志愿
者们在每日值守过程中，劝导居民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在公共
场所吸烟等点滴小事百余件。以倡
导弘扬公序良俗的文明行为为净化
辖区卫生环境、打赢疫情防控硬仗
添劲助力。

当好社会稳定的协调员。社区
网格员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
阵地优势，值守在大门口，巡查在楼
门间，做平安建设的有心人、热心
人，认真排查隐患、主动化解矛盾纠
纷，居民举报案件26余起，共同维
护好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安全稳定
秩序。

随着返京高潮来临，疫情防控
工作也进入攻坚期，为此，军庄镇迅
速转变思路以服务代替管控，优化
返京人员管理模式全力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做好计划安排服务。对未返京
人员进行暂不返京的建议与劝导，
对确需返京的人员详细登记所在
地、计划返京时间、交通方式及车
次，形成返京人员管理台帐，明确告
知返京后需进行的登记、隔离等注
意事项，确保返京安全有序。

做好登记管理服务。详细记录
返京人员的行动轨迹，通过官方信
息发现有可疑接触的及时通知本人
进行隔离观察。在镇和村居分别设
置服务热线，返京人员可以通过拨打
热线及时报告情况并获取专业帮助。

做好医疗救护服务。以村居为
监督主体对返京人员做好隔离观
察，隔离期间，由村居工作人员提供
必要的生活服务。此外，镇政府还
设立了集中隔离点，如返京人员发
生疑似症状数量增长，将有症状人
员统一转移至集中隔离点，进行医
疗救治和心理疏导。

军庄镇党委书记高建光介绍：
“针对返京高峰，我们采取了全流程
服务法，以‘劝、查、隔、管’为主要工
作方针，对未返京人员进行暂不返
京的劝导，加大村居门口的检查，对
已返京人员，协助他们进行自我隔
离检查，通过一系列管理，切断疫情

输入源，从而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
实到位。”

企业里的“爱心团”。疫情当
前，全区各村、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们坚守在防控一线，一些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积
极参与抗击疫情。

近日，北京轩和餐饮有限公司
为永定镇冯村和艾洼村奋战在一线
的疫情防控值守人员送去新鲜蔬菜
和水果。

冯村防控值守人员说：“为了保
障我们小区百姓的安全，我们要24
小时轮流值守小区进出口，对进入
车辆、人员进行登记和测体温，有些
天没去买菜了。今天给我们送来蔬
菜是企业对我们的关心，家里吃喝
不操心，我们更能安心值守了。”

这次爱心餐饮企业免费发放苹
果120斤、蔬菜600斤，包括黄瓜、
豆角、西兰花、生菜、藕、辣椒、南瓜
等10多个种类。

轩和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来
芳说：“这些水果和蔬菜全都是从新
发地市场购买的，如果疫情防控时
间延续，我们餐饮企业还会继续购
买水果蔬菜，向一线的防控人员免
费发放，以表示我们的敬意！”

本报讯（通讯员 薛楠）无论
是“六城联创”，还是重要节点的
环境保障，环卫工作生生不息，
即使面对疫情，我区的环卫职工
依然坚守岗位，加大力度清理着
每一处卫生死角。这一切，让很
多爱心企业看在了眼里，记在了
心里，他们开始行动了。

近日，北京中厚建设有限公
司、北京盛兴华翔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北京春农勤耕保洁有限公
司等多家爱心企业，分别向我区
奋战在城乡环境建设一线的环
卫职工捐赠了大批量橡胶手套、
一次性口罩等防疫物资，及猪肉、
羊肉、鸡蛋、蔬菜等安全食品。

病疫无情人有情，春日朝阳
暖人心。隔着厚厚的口罩，可以
看到几家爱心企业工作人员脸
上朴实而又暖人的笑容，他们真
诚希望，广大一线环卫职工都能
吃好、用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健康，这样大家才能在疫情期间
更好的维护我市的城乡环境。
同时，他们也呼吁，有更多的社
会力量能够参与到关爱一线环
卫职工活动当中，一线环卫职工
保护的是我们的环境，我们就要
尽自己的力量保护好他们。我
区环卫人接过手中的慰问品，心
中感受着这份来自社会大家庭
浓厚的情谊，大家十分激动，纷

纷表示，要把这份爱心化作正能
量，传递到我区的每一个街头角
落，为打造更高质量的城乡环境
建设再做贡献。

又讯（通讯员 王晓明）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引起社会极大关注，新桥
社区多名爱心人士纷纷伸援手，
献爱心，以实际行动驰援防疫阻
击战。

2月5日下午，16楼热心居
民李靖冒着大雪为社区送来了
一桶10斤酒精和6桶桶装水，他
每天进出小区，看到很多志愿者
和社区干部都在站岗执勤，保卫
自己家园非常辛苦，令他非常感
动，为大家提供点后勤保障，尽
一份微薄之力。社区书记代表
全体人员表示感谢，李靖还表
示，用完再送，保证大家使用。

在疫情防控物资很是紧缺
的情况下，16楼的居民陈俊清送
来50个口罩，还有热心居民、中
门水厂刘志将消毒水儿和两盒
医用手套儿放到执勤岗，连姓名
都没留下转身就离开了。

疫情无情，人间有情，在这
万众一心共抗疫情的危机时刻，
这些爱心居民捐赠的善举更加
凝聚了人民的向心力，使我们更
加坚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信心。

本报讯（记者 马燊）2月1日
一大早，军庄镇灰峪村里又响起
了熟悉的声音：“请各位村民做
好自身防护，为了父母孩子，为
了您身边最亲的人，尽量不出
门，必要出门时一定佩戴口罩
……”这是灰峪村利用“大喇叭”
在进行广播。

村里的人都知道，“大喇叭”
里的声音是张桂云的，虽然音色
并不是那么动听、播报也并非专
业，但话语平实、亲切，得到了大
家广泛认可，还被村民们誉为村
里的“最美声音”。

张桂云今年57岁，两年前确
诊乳腺癌，2018年进行了手术治
疗，现在虽然病情基本稳定，但
依然需要长期服药治疗，并且要
多静养休息。疫情防控工作启
动以来，张桂云不顾个人身体情
况，主动承担了广播工作。

本来广播工作每天下午 5
点就可以结束回家了，但张桂云
没有下班。广播结束后，她就会
到卡口参加值守，让别人替换
休息。

别人都劝她注意自己的身
体，但张桂云却总是说：“我是党
员，又是村委，在疫情防控这样
的大事面前不能退缩，得病几
年，镇里、村里已经很照顾了，关
键时候咱不能拖后腿，力量再小
也要出一份！”

张桂云只是军庄镇防疫工
作一个小小的缩影，自疫情防控
工作启动以来，军庄镇各村居充
分发挥“大喇叭”优势，每天滚动
播放“致村居民的一封信”等内
容，号召村民积极参与封闭值
守，提示大家做好自身防护。同
时，强化村头设卡和走访调查，
全力保障镇域内防控形势稳定。

日前，本报收到北京布韵传奇

手工编织合作社创始人陈良敬、王

惠芳夫妇发来的剪纸作品，《消毒》

《戴口罩》《驰援》……他们用剪纸

的方式记录全国人民在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的精彩片段，宣传预防新

型冠状病毒的相关知识。

王惠芳说：这些剪纸是专门

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

炎疫情而创作的。在媒体上，看

到战斗在疫情一线的医务人员，

我被他们那无私奉献的精神深

深感动。作为一名企业的带头

人，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要代表

我们 300 多名巧娘，用剪纸的方

式致敬一线的英雄们！另外，也

想通过剪纸的方式，多宣传一下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知识，

让大家从我做起，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家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据了解，陈良敬、王惠芳夫妇

是北京布韵传奇手工编织合作社

创始人，是清水镇土生土长的农

民。10年前，面对家乡产业结构调

整，新型产业尚未培育的困境，面

对家乡父老信任期待的目光，陈良

敬、王惠芳夫妇大胆转型，舍弃经

营 15 年的美发事业，毅然回乡带

领家乡妇女姐妹居家就业，带领

乡亲们脱贫致富，成为精准扶贫的

先行者。

本报讯（通讯员 韦雪青）“贾沟

到岗”“草甸水到岗”“潭柘新区8号

院到岗”……2月5日早8时开始，微

信上蹦出一条条信息，区园林绿化

局下沉潭柘寺镇潭柘新区、鲁新小

区、贾沟村等2个村2个小区11个

点位共28名党员干部，在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王进亮的带领下，开始陆

续到岗，进行实地交接。8点半，所

有人员全部到岗到位并完成工作交

接，“千人战疫”专项行动，一线园林

人的第一天正式开始。

研究部署当日工作、卡口登记

进出车辆、对村域和小区进行消毒、

监测过往人员体温、劝返进出车辆

和人员、拉横幅、支帐篷、张贴宣传

标语……到岗伊始，一项项工作便

扑面而来，这些身穿“门头沟热心

人”绿马甲的园林人，在本不属于自

己的工作岗位上，用更饱满的热情、

更负责的态度、更细致的行动，认真

值守，扎实工作，践行着“讲奉献、争

第一”的门头沟精神，展现着园林人

迎难而上、勠力同心的精神风貌。

据悉，为全力落实区委要求，区

园林绿化局在原本值守潭柘寺3个

村3个点位的基础上，迅速调整工

作方案，增派力量，对潭柘寺镇2个

村2个社区11个点位进行重新值守

布控，从早8时至晚22时分为两班

配合镇村开展“抗疫”值守工作，另

安排2名下沉干部对潭柘新区7号

院隔离人员临时进行24小时值守，

圆满实现无缝交接。

下午，天空开始飘起朵朵雪花，

气温开始逐步下降，太阳早已不见

踪影，冷风裹着大雪拍打在脸上，钻

进衣领里，大地很快便裹上了白色

的衣裳，这给值守工作又提出了新

的挑战！风雪如注，严寒奔袭，这

些奋战在一线的园林人无惧风雪，

裹紧棉衣，依旧保持良好的工作状

态，坚守岗位，恪尽职守，在做好防

疫工作的同时，拿起手边的工具，

扫雪铲冰、清理道路，用最朴实的

行动温暖着每一辆路过的车、每一

个经过的人。

与此同时，在全区各开放公园

里、在各施工工地上、在绿化养护现

场、在执法检查一线、在鸟类监测站

点，还有更多的园林人同样在坚守，

在奋战，在用行动践行党员使命，用

个人的微光点亮寒冬，用无私的付

出守护一方平安！

15时 50分，微信再次响起一

声声提示，为了让在雪地里值守了

8个小时的同志们早点回去休息，

原定17时交接班的同志已提前到

位。最美的不是雪景，而是雪中坚

守的身影，在漫天雪花中，园林人

用一个个踏实的行动、一声声暖心

的问候、一个个坚实的身影，全力以

赴奋战在“抗疫”一线，用脚步和身

躯筑成安全防线，用温暖迎接温暖，

用希望点燃希望，让这片热土光芒

闪耀。

我们坚信，一切终将过去，定会

春暖花开！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区人力

社保局针对办理业务人流密集，出

入频繁这一情况，通过缩短营业时

间、提倡网上办理业务等多种方

式，减少人员流动，做好疫情防控。

人保大厅门口设立了防控监

测点，每个人都要经安保测量体

温、记录详细的相关信息，才可进

入大厅办理业务，在业务柜台前，

工位与工位办事间隔加大，每位员

工都戴了口罩和手套，减少人员接

触，工作人员还积极倡导市民网上

办理业务，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区人力社保局社保大厅主任

刘浩介绍说：“我们大力推广网上

申报，开通了快递传真电子邮件等

各类方式，以便大家递送相关材

料，建议参保单位和个人尽量通过

网上方式办理有关问题，也可以通

过电话咨询或电话预约办理，同

时，我们还采用承诺制和容缺受理

制办理业务，将原有部分审批业务

环节简化，以方便办事企业。专为

企业补缴业务，提供电汇方式，以

减少前来办事次数。”

此外，区人力社保局还采取人

车分离的管理方式，对内部车辆和

办事人员车辆分开，特别为办事人

员开辟了专用车道，减少人员密集，

开办业务时间也由上午8点半改至

9点，下午1点改至1点半。

区人力社保局办公室主任徐

文凯介绍：我们对民生大厅进出的

通道进行了梳理，设置了两个入

口，做到了外来人员的车辆和内部

人员车辆分离，行人和车辆分离，

然后最大限度的保障办事人员和

内部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据了解，近期，人力社保局办

理业务人数大幅减少。市民可在

网上办理相关业务，确需到窗口现

场办理业务的，请做好防护，合理

安排时间，错峰出行，尽量减少在

大厅等待滞留时间。

“大喇叭”助阵乡村战“疫”！

坚定信念守平安 无惧风雪勇担当

开通业务办理 建议网上申办

农民夫妻用剪纸宣传抗疫

本报讯（记者 耿伟）面对疫
情，大峪街道德露苑社区充分运
用多年来建立的“三方共治”机
制，社区党委统筹引领作用，社
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协同
配合，积极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疫情防控工作启动后，德露
苑社区成立领导小组，将“三方
例会”由原来的每月一次改为

“每日会商”，社区党委靠前指
挥、业委会广泛发动、物业公司
认真负责，全力推进防控措施有
效开展。

社区下属各党支部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利用网格化管理机制，
深入开展信息摸排和登记工作。

社区第二党支部书记孙祥林
告诉记者，社区充分发挥网格的
作用，以及每个网格中党员的作
用，做到组织到位，宣传到位，防
控到位，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社区党委整合力量，发动社
区在册党员和志愿者200余人、
在职党员60余人参与社区出入
口管控，实行“查人查车”双查制
度，做到每车登记、每人测温；建
立外来访客“一劝、二查、三追
踪”制度，在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基础上劝阻访客来访。同时业
委会和物业公司也充分做好宣
传引导和日常消毒工作，通过多
种渠道宣传引导居民理解配合
社区的防控工作，确保防控措施
落实到位。

德露苑社区负责人孙云鹏
说，通过社区党委的号召和强大
的组织优势，我们社区各方能够
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守护我们
居民的平台健康。

通过社区党委、业主委员
会、物业公司三方协调联动，为
社区居民平安健康构筑起了坚
实屏障。

强化多方协作 积极应对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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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 争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