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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共抗疫情”倡议书

我区法律工作者为防控疫情提供法律服务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 马晓雨）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区律师行业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北京市及区委、区政府、区司法局党
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预防控制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全力
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和法律服务工作，
为全区开展抗击疫情工作保驾护航。

增强大局意识
与区委保持高度一致
全区广大律师提高政治站位，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
控方面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的各项部署要求，加强学习
市区两级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指示精
神，切实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的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带头响应、遵
守、执行疫情防控相关要求，不造
谣、不信谣、不传谣、不炒作，共同维
护社会公共秩序。

开展公益行动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区司法局联合区律师协会印制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明
法律知识二十问》等宣传材料，分批
次向村社区免费发放。区各律所踊
跃开展公益服务、公益捐赠等活动，

广大律师积极支援，勇于奉献。
截至目前，我区律师行业共捐赠

款物95000余元。其中，北京市承光
律师事务所向门头沟区红十字会、北
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向区慈善协会
捐赠资金43000余元，用于疫情防
控；北京市京典律师事务所、北京乾同
律师事务所、北京杰西律师事务所、北
京盈渊律师事务所积极购置医用防
护服、消毒水、酒精、手套等防护物资，

价值52000余元，向定点医院、我区
村社区、物业及儿童福利院捐赠。

立足本职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区律师协会成立门头沟区律师

抗击疫情法律服务小分队，由协会
会长担任队长，26名律师（含实习律
师）踊跃报名，积极响应村居疫情防
控开展专项法律服务工作；广大律
师立足本职，积极通过电话、邮件、

微信、网络等线上渠道，为单位和群
众提供法律服务，当好政府部门、企
事业单位及镇街村居的法律顾问；
北京乾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京典
律师事务所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
参与电视访谈等形式，对疫情防控
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解读，做好法
治宣传工作，提高全区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的法律意识。

多措并举
为中小微企业发展助力
成立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团，

通过工商联对接我区中小微企业，
收集整理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法规、
合同履行、风险防范等法律问题，提
供咨询、代理、“法律体检”等相关法
律服务。整合全区法律服务资源，
派律师值守12348热线，以电话方
式为市民解答法律咨询。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区律师行
业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肃工
作纪律，压实工作责任，带领广大律
师众志成城、同舟共济，为打赢新冠
病毒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驾护航，抗
击疫情，门头沟律师责无旁贷，门头
沟律师在行动。

尊敬的客户：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为防

止疫情蔓延，确保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我们向广大的养老金客
户倡议如下：

一、注重个人防护。勤洗手，外出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二、少出门不聚会。尽量避免去人群密集场所，定期通风，保持室

内空气流通，最大限度降低自己、家人及身边人群受到感染的可能。
马上要发养老金了，每月的15号至20号为银行办理养老金业务

的高峰期，为保障您和家人的健康，建议您尽量使用我行手机银行、网
上银行及自助设备查看养老金到账情况。如果您有必须到网点办理
的业务，请您一定要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并听从厅堂服务人
员的安排和管理。

目前正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老年人又是这次疫情的易感人
群，为防止人群高度聚集产生交叉感染，请您不用着急来网点办理，如
您有邮储银行的定期存款，请您放心！邮储银行的定期存款是自动转
存的，即使您不来网点办理，也会按照相同存期转存！如您持有我行
绿卡通账户，可通过手机银行购买我行大额存单、定期协议储蓄等多
种存款产品！

如您有必须来网点办理的业务，请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措施！
邮储银行就在您身边！让我们同心同行，做好疫情防控！
各支行联系电话：
门头沟区双峪支行 69842523 门头沟区三家店支行 69842177
门头沟区大台支行 61870374 门头沟区梧桐苑支行 61866944
门头沟区斋堂支行 69816804 门头沟区石龙支行 69804026
门头沟区雁翅支行 61830189 门头沟区龙泉支行 69869158
门头沟区承泽苑支行 61864313 门头沟区潭柘寺支行 69805564
门头沟区军庄支行 60811504 门头沟区王平村支行 61859647
门头沟区石门营支行 60865012 门头沟区直属支行 69842927
门头沟区滨河路支行69828692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门头沟区分公司

2020年2月12日

本报讯（记者 马燊）近日，北
京瑞龙祥物业管理公司向我区
龙泉镇、大峪办事处、城子公安
派出所等12家镇街、单位，捐赠
近 40000 斤新鲜蔬菜，为各镇
街、单位坚守一线的员工解决后
顾之忧。

记者在捐赠现场看到，一辆
由3个集装箱拼接而成的大货车
停在现场，车里装载的近20吨萝
卜和白菜，将平均分给我区12家

单位，每家单位可分得萝卜、白
菜各20袋，共3000斤。

据了解，这次捐赠蔬菜，是
北京瑞龙祥物业管理公司提前
一周时间，到河北省订购的，蔬
菜离开基地后，第一时间送到了
我区。接受捐赠的各单位负责
人感谢瑞龙祥物业公司支持我
区防疫工作，并表示回去之后将
把这批物资送到一线人员身边。

在公交站台上维护好

候车距离和乘车秩序，站

台引导员组织乘客适当拉

开距离有序排队候车，提

前做好刷卡准备，有序上

下车。

轨道交通 S1线每天监

测早高峰客流情况，各站

安检人员对客流大的安检

口进行支援，保证两名测

温员同时测量体温。密切

关注到达安检点的乘客数

量，出现超过 50 人以上排

队现象及时启动大客流预

案。加强站台人员值守，

密切关注车厢满载率，超

80%及时通知站口进行限

流，放慢安检速度，各站口

增加导流设施，遇大客流

及时启用。

本报讯（通讯员 张孝前）为更好
地防控疫情，区城管局永定执法队
结合防疫“三督”工作要求，划分四个
工作小组对商业店铺、施工工地疫情
防控落实情况进行督导宣传，严把疫
情防控关。“三督”即：督促人员佩戴
口罩、督查各项防疫措施严格落实、
督办防控中存在问题的及时整改。

工作开展以来，制作“不戴口
罩，禁止入内”宣传页，张贴在商铺、

工地醒目位置并加强对进出人员的
宣传引导。要求商家对每位进入商
店的顾客测量体温、严格佩戴口
罩。每天定时对商铺公共区域和三
包范围进行消毒并做好记录。行动
共出动执法人员95人次，出动执法
车辆35台次，摸排商铺80家、工地
13家，登记2名新返京人员并已劝
其自行隔离。

启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

制，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
查，要求商铺做好防疫措施，进出测
量体温，定期消毒并做好登记，对于
有疏漏的地方当即要求整改，建议
无法进行体温测量排查的商铺暂停
营业，待防疫设备齐全、措施到位后
可重新营业。

下一步，区城管执法队将继续
联合相关科室和部门开展防控检查
工作，并对要求整改的商户、工地进

行“回头看”检查，确保防控工作取
得成效。

此外，全区“千人战役”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区城管执法局抽调15名
干部下沉到大峪街道辖区三个社区，
协助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自下
沉社区开展防控工作以来，城管干部
参加白天值班28人次、夜间执勤49
人次，协助社区排查登记6车次、183
人次，其中外地返京人员27人次。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爱心蔬菜温暖人心

区城管永定执法队“三督”工作法落实防疫措施

我区公共交通行业严阵以待我区公共交通行业严阵以待
认真做好大客流应对工作认真做好大客流应对工作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新春
伊始，全国打响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防控阻击战，区文联充分
发挥职能优势，调动广大文艺工
作者的积极性，鼓励号召我区文
艺家创作与抗击疫情相关的优
秀文艺作品，为打赢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防治阻击战提供强
大的精神支撑。

区作家协会积极响应，火
速行动起来。仅一周时间，区
作协 36名会员创作了 47首诗
歌、3篇散文。区作协主席马淑
琴带头创作，一连写了4首诗。
她写的《临危受命，白衣勇士紧
急出征》被《北京文学》选发；《似
曾相识的意境》被《中国艺术报》
公众号选发；《逆行者的赞歌》被
《诗选刊》选发；《生命的赞歌
——（一个新生宝宝的自述）》被
《东方少年》选发。区作协会员
曹原的诗歌《武汉：没有冬天不
可逾越，没有春天不可抵达》在
《学习强国》发表。区作协副主
席兼秘书长李迎杰不仅自己创
作，还积极组织整理编辑诗稿，
编发了两期作协主办的《大西
山永定河文学·阻击疫情诗歌
作品》公众号。

区美术家协会接到通知后，
许多画家克服困难，在家中创
作。画家彭帅是第一个递交作
品的画家，他将画纸贴在家中的
门上完成了创作。区美协副主
席朱德友连续两天到学校的画
室中进行创作。秘书长李文勇
除号召大家，积极参与创作外也

在家中进行创作。画家王毓福
已经70多岁了，仍然在家中完成
了作品。最令人感动的是区美
协副秘书长李清华，他的爱人因
病去世，在料理完他爱人的后事
之后，他没有沉浸在悲痛之中，
而是拿起了画笔立刻投入到创
作之中。他说：“我的爱人已经
走了，我要化悲痛为力量，为活
着的人鼓劲，为战斗在一线的防
疫工作者们加油。”他连夜创作
出了《大战前夕》《风采》2幅水彩
作品。

区摄影家协会主席赵明利
带头到各社区执勤点位进行摄
影创作。摄影与其他艺术创作
形式不同，必须要走出去面对拍
摄对象，还要等待时机才能捕捉
到精彩的画面。摄影家们不畏
疫情，深入到村庄、社区防控站
点进行摄影创作，在3天的时间
里共拍摄精彩图片50余幅，用镜
头记录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典
型事例。

另外，区曲艺家协会创作相
声《如此汇报》1部，快板《为逆行
者点赞》《蝙蝠的自述》《全民防
疫拍手歌》《战胜病毒赢曙光》等
5首。区戏剧家协会创作并录制
评剧《确保安全要记牢》、豫剧
《战胜病魔国泰民安》、河北梆子
《等到那除去病魔胜利凯旋》、京
剧《智取威虎山》等多种曲目的
抗疫情作品9首。区音乐家协会
抓紧时间创作出了《爱的长城》
《爱的天使》《梅花笑》等原创歌
曲，献给白衣战士们。

区文联各协会
多种形式参与“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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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 争第一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来
自金城阜业房产公司的志愿者
们，走进社区，为抗击新冠肺炎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志愿者们在翡翠长安、润西
山和城子矿桥东社区设立信息
登记台，对出入社区的居民、车
辆进行登记，检测进出人员体

温，严格登记所办事项，形成台账。
尽管现在天气寒冷，但志愿

者们对抗疫情的信心倍加坚
定。这些可敬可爱的志愿者们
不仅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注入了强大的社会力量，更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门头沟热心
人”的精神。

抗击疫情 爱心企业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康洁）本周,我区企业迎

来复工潮，全区地面公交和轨道交通 S1线

早晚高峰期间运行压力不断增强，为防止

乘客乘坐公共交通时出现聚集，我区各运

营车队认真做好大客流应对准备工作，调

度人员通过远程监控、智能车载系统关注

运营车辆，各车队对线路进行客流调查统

计，如遇大客流情况，及时合理调配车辆，

缩短发车间隔，减少乘客的候车时间，各运

营车辆限定载客数量，提示车内乘客保持

适当距离，同时劝导乘客佩戴防护物品。

大峪街道创新工作方式 应对返京人员做好防疫工作
本报讯（记者 屈媛）春节过后，

返京人员陆续增多，为有效做好返
京人员信息登记工作，大峪街道在
各社区启用手机扫码登记模式，在
避免人员聚集的同时，有效、全面、
准确地掌握返京人员信息。

记者了解到，临镜苑社区是大
峪街道率先使用手机扫码登记返京
人员信息模式的社区，社区主任张
颖介绍说：“我们社区共有居民
1318户，其中有179户是出租房，为
了能够及时掌握小区居民和出租房
返京人员的信息，我们通过社区的
楼宇微信群向这些业主和出租房主
发放我们的返京人员二维码，让那

些返京人员能够通过扫二维码及时
向社区居委会登记信息，这样减少
了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的时间，可
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其他重要的
工作当中去。”

记者看到，社区入口处张贴着
一张返京人员信息登记二维码，社
区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了操作流
程，用手机上的微信软件扫码后，进
入信息登记页面，需完整填写姓名、
身份证号、手机号码、楼栋门牌号、
出京人数、出京目的地、返京日期、
是否有发热咳嗽感冒症状等要素信
息，填写完成并提交后，社区工作人
员在软件后台能及时查看填报信

息，并录入本社区返京人员信息统
计表，然后上报给街道，不仅避免了
人员聚集，提高了社区登记效率，更
能准确全面的掌握相关信息。

“我们还利用小区广播，社区工
作人员入户，及时掌握小区的一手
信息，详实的掌握我们小区返京人
员的信息，我们社区还将继续加大
对传染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引导社
区居民依法严格控制小区的疫情，
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自我保护能
力，我相信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
力，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张颖说。

日前，大峪街道为有效应对春

节过后返京人员高峰，在各社区推
广并启用该模式，提高信息登记工
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大峪街道工委副书记仇燕军介
绍说：“大峪街道通过在各社区推行
线上扫码登记的方式，充分利用各
种宣传途径进行全要素的登记和全
方位的告知，确保了我们来京和返
京人员信息登记的覆盖率完整性和
准确性。同时，我们通过这种远程
扫码的方式进行信息登记，可以对
未回京的人员进行有效掌握，对他
们的各项信息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关口前移，靠前防控，确保我们疫情
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关口前移 靠前防控 落实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