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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龙门三区为防疫值守人员送汤圆

民生

做防疫值守人员的坚强后盾

病毒无情人有情 防寒姜糖暖人心

潭柘寺镇“四送”工作法 做好居家隔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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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抢修5小时
全力保障供温暖 抢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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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村民捐款为疫情防控做贡献
新桥社区

手工制作出入证防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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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本报讯（记者 屈媛）潭柘寺镇
为进一步做好隔离防控工作，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镇党委探索实施“四送”工作法，
即：送“进门”、送“关爱”、送“管家”、
送“安心”，做到“隔离不隔心，防控
不防爱”。

在潭柘新区，社区工作人员正
在清点生活用品，准备将这些物资
送往正在居家隔离的外地返京人员
家中。为做好居家体温检测观察工
作，潭柘寺镇组建工作组，实行“三
包三访”服务，对每名隔离观察对象
落实1名包村领导加强“巡访”，开
展心理疏导、稳控情绪，随时掌握人
员动态；落实1名包户干部加强“走
访”，通过“敲门行动”、微信等多种
形式，每天监测身体健康情况，随时
观察有无病毒感染可疑症状；落实
1名包人网格员随时问需，提供“跑
腿”服务，负责采买或垃圾收运等服
务，做到“贴心”防控。

潭柘新村村干部说：“我们派专
人对这些居家隔离观察的人员进行
服务管理,尤其是从湖北返京的人

员，他们需要什么生活用品，我们的
包户工作人员就会帮他们购买，让
他们安心居家，这些隔离观察人员
也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

潭柘寺镇在落实好各项防控措
施的同时，对外地来京人员和返京
人员实施体温测量、信息登记、喷

洒消毒、签订《预防新冠状病毒防
控承诺书》、由专人将其送进家门、
确认居住地址和共同居住人员情
况等措施。为没有住房的观察者
设置隔离点1处，提供临时住房5
间，并安排专人负责每日监测体
温，保障饮食供应。对有住房的观

察者采取居家隔离，发挥“街乡吹
哨、部门报到”机制作用，开展“春
风行动”，由镇党委委托北京京西
鑫维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对居家
隔离人员配送生活必需品，做到隔
离有保障。采取“双线”服务，让隔
离人员情绪维稳、安心居家。“线
上”依托村、社区微信群、微信公众
号，加强交流引导，倡导健康生活，
做好情绪维稳工作。“线下”镇、村、
物业人员每天定时对公共场所进
行预防性消毒，安排人员巡逻，加
强人员监控，掌握人员动态，做到

“安心”生活。
潭柘寺镇镇长李岿然介绍说：

“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潭柘寺
镇以红色党建为引领，采用‘多机
制’合力落实管控措施，区级下沉
干部、机关干部、村两委、卫生院、
镇派出所整合为‘4+x’联动机制，
上传下达保障各项防疫指令迅速
落地。面对这场疫情，我们有信心
通过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通过全
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努力，一定
能夺取这场防疫攻坚战的胜利。”

本报讯（通讯员 任丽媛）2月
8 日，是中国传统节日——元宵
节。本该是全家团圆的日子，因
为疫情的到来，防疫一线的值守
人员仍坚守在岗位。晚上，城子
街道龙门三区党委和物业来到社
区各个防控监测点位看望并慰问
夜间值守人员，为他们送去热腾
腾的汤圆。

“今天是元宵节，社区党委和
物业给大家煮了汤圆和鸡蛋，快
来趁热吃！”该社区党委书记佟广
华将煮好的一碗碗汤圆送到每一
位值守人员手中，并嘱咐他们注
意身体，大家手里捧着热腾腾的
汤圆，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圆，一
声声贴心的问候，让天寒地冻的
天气里透出了阵阵暖意，让坚守
在各个点位的一线值守人员暖心
不已，也更加坚定了大家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值守人员
表示，虽然不能像往年一样与家
人团聚在一起，但是，此时此刻，
大家团结在一起成为一家人，一
同并肩作战，最终一定会战胜疫
情，换来万家团圆。

本报讯（记者 李倩）“这钱给村
内防控的同志们买些消毒水和口
罩，他们值守辛苦了！”2月4日一大
早，军庄镇新村爱心人士王素花来
到村委会，将1000元现金捐款交到
了村党支部书记张玉明的手中，希
望可以为村里疫情防控工作尽一份
绵薄之力。

王素花说：“看到值守的同志们
为了全村村民的健康而放弃休息，
没日没夜奋战在村疫情防控的第一

线，心里很受感动，就想着和爱人一
起捐款，为村子做点贡献。”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军
庄镇新村党支部在镇党委政府的领
导下，自发成立了疫情防控军庄红
党员先锋队及村民志愿者巡逻防控
队伍。从腊月二十九开始，村内就
利用入户和广播加强疫情防护的宣
传，引导村民做好自身防护。村“两
委”干部就未曾停歇，每天不是在入
户进行排查，就是在设卡防控点进

行来往人员检测记录。
值守人员的坚守都被王素花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她说：“村干部每
天到各家走访、询问困难、测量体
温，夜晚他们又带头去桥头站岗，在
这寒冷的冬天他们真的不容易。我
们老俩身体不太好，不能出来站岗，
但也一定要为村内疫情防控做点贡
献。”

新村支部书记、主任张玉明表
示：“我们村‘两委’就是这个村的守

卫军、先锋队。疫情不过，我们不
休！每一名村民都是我的家人，我
们会尽我们所能，保卫我们共同的
村庄，保护每一名村民身体健康！
在这个疫情防控重点时期，王素花
的举动使得村内工作人员内心温
暖，她的一席话让村内坚守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同志们更有了干劲，让他们
知道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记在每一
个村民的心里，让这个有疫情的寒冷
冬天有了温度，有了坚强的后盾。”

本报讯（记者 高晴）2月2日，
下了鼠年的第一场雪，天气又增寒
意。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后勤保障
工作，军庄镇西杨坨村为坚守在卡
口的党员干部熬制了姜糖水。

工作人员将熬制好的姜糖水
送往各个卡口，并且叮嘱他们注意
防寒保暖。一杯杯冒着热气的姜
糖水，一句句暖人的话语，一张张
温情的笑脸，驱散了这个冬日的寒

冷，让坚守在岗位的值守人员心里
暖暖的。

一杯姜糖水喝在嘴里，却暖在
心里。大家纷纷表示会站好每一
班岗，全力做好防疫工作，保障百
姓安全。

据了解，军庄镇共有卡口26
个，各个卡口都有党员干部全天
24小时值守，全力以赴筑牢疫情
防控安全线。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明）为做
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和社会稳定，2 月 1 日开
始，大峪街道新桥社区手工制作
了一批临时出入证，居民均需凭
盖章证件出入社区。出入证的启
用，将有效杜绝外来人员进入社
区，对社区封闭式管理起到积极
作用。

出入证正面写着“新桥社区\
新桥家园出入证”字样，背面标注：

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注意环境
和个人卫生；出入随身携带、不得
转借；如遇来京人员及时告知居委
会等温馨提示。

2月2日开始，社区工作者挨
家挨户向居民发放出入证，提醒广
大居民凭证件出入社区，做好疫情
防控。另外，该社区还通过广播、
LED电子屏、宣传板报等多种形式
向辖区居民宣传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防治知识，真正做到全民
知晓、全民参与、全民行动。

近日，市民反映，永定镇丽景长
安二期小区出现供暖故障。

接诉后，区城市管理委立即安排
热力集团到现场核实情况，发现小区
二次热力管线存在漏点，涉及7、8、9
号三栋楼，影响约270户居民，约3万
平方米供热，需停暖进行热力管线抢
修。考虑疫情当前，居民多居家防

疫，恰严雪寒冬，经属地永定镇大力
支持配合，工作人员及时进行现场施
工抢修，于当晚19点30分恢复供暖。

供热服务保障工作关系市民身
体健康，关乎市民生活冷暖，区城市
管理委作为城市基础运行保障部门，
严格落实“接诉即办”机制，加大供热
保障力度，加强运行调节工作。

近日，多位市民反映大峪街道峪园
社区停水问题。

大峪街道接诉后，立刻与社区联系
核查。经过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检查，
系社区东大门处的主水管道破裂，预计
需要维修一天，影响社区786户居民用
水。为维护社区稳定，保障百姓用水，自
来水公司提供临时供水，社区工作人员
通过广播及时做好宣传告知工作，并提
示居民在取水时自觉佩戴口罩。针对社
区内部分年龄较大的空巢老人，社区工

作人员主动送水上门。经过自来水公司
全力抢修，供水问题于当晚23时维修完
毕，恢复供水。

正值疫情特殊时期，为了保障百姓
正常生活，社区工作人员不畏严寒、不惧
疾病，在做好疫情管控工作的同时，积极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及时处理百姓诉求，
他们的付出，赢得大家的一致认可。同
时，全区各服务保障部门，始终坚守在工
作岗位，出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了全区
水电气热等基础保障正常运转。

本报讯（记者 王腾）2月9日，
北京一晟技术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的员工们带着两车物资赶赴深山，
为雁翅镇雁翅村、大村村、房良村、
田庄村、淤白村 、泗家水村6个村
庄的防疫一线人员和孤寡老人送
去应急食品和消毒物资。

据了解，北京一晟技术培训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雁翅镇镇域内幸
福晚年驿站的日常运行，为辖区内
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文化娱乐、老
年食堂等多种服务。受这次疫情
影响，所有幸福晚年驿站均已关
闭。在了解到村内值守人员物资
紧缺的情况下，公司毅然伸出援

手，采买五万余元的物资分发给有
需要的村庄。

这次公司共捐赠 84 消毒液
100 桶、酒精 300 桶、医用手套
10000副、桶装方便面100箱、牛
奶100箱、八宝粥100箱、火腿肠
50箱，为深山百姓打赢防疫阻击
战加油助力。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针对山
区老年人就餐、采买果蔬困难等实
际情况，接下来我们还会充分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统一采购大量瓜果
蔬菜，定期免费为山区老年人送货
上门，不加一分钱，解决疫情期间
百姓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五万元物资支援深山
疫情防控 企业献力

本报讯（记者 陈凯）在军庄镇
灰峪村，每天早上，都会有大喇叭
广播防控知识，这是村里开展防控
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负责广播
的村民张桂云更是村里的知名广
播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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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张桂云被确诊乳腺
癌，2018年进行手术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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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疫情防控工作启动后，张桂云便向
村委会主动请缨，承担了广播工
作，每天向村民广播防控知识。

“每天都能听见张姐带那个大
喇叭里边的鼓励广播，挺亲切的，

大家一听都明白，老年人也能听
懂，像张姐这种精神就是她自己虽
然生病了，但是还特别认真工作，
这种精神挺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的。”一位村民说。

张桂云是军庄镇防疫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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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峪村党总支书记刘春龙说：
“下一步，我们也将通过党员会代
表会和宣传，号召全体党员和群
众，像她这种精神学习，像这个疫
情宣战，积极的行动起来，抗击这
次疫情。”

乡村广播显温情 疫情防控进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