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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 消毒消杀工作

民生

反馈各类诉求 确保百姓生活

爱心企业捐赠物资
助力社区疫情防控

潭柘寺镇最美夫妻
的“疫”线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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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我区全力做好疫情监控工作

陇驾庄村商户

捐赠物资支援防控一线

本报讯（记者 屈媛）当爱情
和疫情不期而遇，责任担当与
惦念不舍，注定是这个初春的
主旋律。非常时期的爱情里，
我们看到了最赤诚的美好，我
们听到了最悦耳的情话。

用真心换百姓放心
6吨的消毒液缓缓注入运输

车中，细心就是准绳。艾如新顾不
上吃饭，山上、山下、社区、单位，
不知不觉一天已经过去。作为潭
柘寺镇农技员，疫情就是命令。
妻子李丹在村里忙着入户排查，
除夕至今一直坚守岗位。夫妻俩
几乎见不到面，“身为党员，就应
该冲锋在前”双双坚守在工作岗
位，把防控疫情当作一场战斗。

用“留守”和“坚守”守护“爱”
她叫焦晓楠，是桑峪村委会

工作人员。他叫李莹，是北京建
工集团职工。他被派往双桥医院
负责疫情期间院区新建，她主动
请缨做好村内信息统计和后勤保
障。婆婆术后需要照料，孩子思
念离家的爸爸。奋战两地，电话
连线都是奢侈；舍弃小家，只为更
好地守护大家。

风里雨里，只要有你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艾

天永而言显得不太一样。作为南
辛房村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副组
长，如何让这个全镇最大的低收
入村平安过度，是这些天他心头
最重的石头。陌生人访村，调取
监控逐户摸排，较的是守老百姓
健康的真儿；劝导、消毒……较的
是护一方土地平安的劲儿。妻子
说他“傻”，自己却也换岗到一线，
就是为了守着大家也守着他。隔
离病毒，但不隔离爱。风也好，
雨也罢，只要有你，无畏无惧。

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40多年的党龄，入党宣誓

声声入耳。疫情来到，党员先
行。老党员贾臣第一时间报
名，寒潮袭来，他从未缺席。每
顿饭，老伴儿贾清梅都做好了
等着他。下雪了，老俩口儿一
起清障扫雪。“村里的事儿就是
自己家的事儿，大家好了，我们
自己小家才能好。”寥寥数语，
是温情更是信念。你家连我
家，连成千万家。

心与心相连，爱与力并行。
舍小家为大家，舍私情全大爱。
爱，是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爱，
让我们无惧黑暗。让我们用爱，
守护春暖花开。

本报讯（记者谢琪锦）2月13日，门头

沟蓝天救援队到龙泉镇机关单位和三家

店水闸西路社区进行义务消杀活动，为地

区群众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救援队的队员们身穿防护服、身背消

杀设备，伴随着机器隆隆的轰鸣声，对居

民楼道、单位广场、垃圾站等公共区域进

行喷洒消毒，仔细喷洒每一个角落，尽管

烟雾弥漫，味道刺鼻，但他们丝毫没有懈

怠，没有一点怨言，在这场战役中，无私奉

献着。

据了解，自2月9日起，门头沟蓝天救

援队已到公交、地铁 S1、社区、村等多个

人员密集场所进行了消毒杀菌活动。近

期，救援队还会走进更多村居地进行消杀

作业，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贡献力量。

有 需 求 的 社 区 可 拨 打 联 系 电 话 ：

18500213588，联系人：高畅，门头沟蓝天

救援队将进行义务消杀工作。

本报讯（记者 屈媛）“您好，我
是门头沟区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
华珍，针对您的XXX案子，本院
现已全部执行到位。疫情防控期
间我们给您‘无接触发款’，您看
可以吗？”这是 2月 11 日区法院
执行局法官助理华珍通过“北京
云法庭”系统与一起劳动争议案
件的申请人进行发款谈话。

根据该案仲裁结果某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应支付拖欠刘某的1
个月工资。通过线上远程谈话的
方式，执行局为刘某完成了案款
发放，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快速
保障。

“我看现在疫情这么严重，还
以为你们都不上班了呢，没想到
我的赡养费还能按时打过来，谢
谢！”在李某申请执行瞿某支付赡
养费一案中，根据法院判决瞿某
每月需向其母李某支付 1000元
赡养费。2月1日，区法院执行局
干警在收到瞿某支付的赡养费
后，当日即与李某电话联系，核对

其预留的收款账号信息，并完成
发款。

在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郭某贷款纠纷一案中，该公司
与郭某达成调解协议，由郭某分6
期偿还贷款。1月30日，郭某将执
行案款汇至法院指定账户后，次
日执行局干警第一时间与该公司
联系，确认其预留账号准确，之后
将郭某支付的4677.69 元案款如
期发还给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最大限度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一直以来，区法院通过“前期
确认收款信息”的方式，在立案阶
段，由申请人预留有效的收款人
姓名、账号、账号开户行、到账提
醒手机号，以备因特殊原因当事
人无法到院领款时，通过线上核
对完成发款手续。

据悉，疫情防控期间，区法院
执行局通过远程线上操作“无接
触发款”模式，让当事人少跑一次
法院，为 15 名申请人发款共计
247.23万元。

本报讯（记者耿伟)随着防疫阻

击战不断深入，王平镇不断总结工

作经验，协调联动，群策群力，吸收

先进经验，优化工作流程，细化疫

情防控部署，防疫措施进一步提

升。

干部下沉再细化，人手一张“执

勤表”。将95名机关干部分为巡查

组、入户排查组、宣传劝导组、白天值

守组、夜间值守组等组别，下沉到全

镇8个检查站点，充实值守人员力

量。督促下沉干部切实发挥作用，杜

绝“走过场”，听从统一调度，自觉担

起工作任务，发挥表率作用。

值守流程再细化，检查站有

“引导牌”。为了减少接触风险，检

查站设置提示牌，引导驾驶人进行

登记。各检查站点明确工作人员

职责，同时规定工作程序，统一工

作标准，做到24小时人员值守，不

漏一车、不漏一人。张贴“交通引

导图”,引导过往人员通行。

人员排查再细化，村居挂上

“作战图”。河北村制作村民居住分

布图，将全村96户划分为3组和9
个责任片区，通过不同颜色标注区

分本村住户和外来租户，明确了各

包片组长的管理区域。南港村手绘

村内住宅示意图，标注全村房屋和

住户，确保排查到每一户，不漏一个

人，便于快速锁定位置，提高工作

效率。

各项措施再细化，防控做好

“加减法”。吕家坡村以党建为引

领，通过“加”防控力量、“减”风险

因素、“乘”各方合力、“除”各类隐

患的“四则运算”机制，确保防控疫

情工作有序开展。

本报讯（通讯员路珊珊）自1月
23日，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陆续接
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诉求案
件，中心根据相关工作要求，全力
做好疫情监控工作。

一是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春节
期间全员在岗，及时厘清各类疫情
诉求办理职责，确认承办单位，畅
通转办渠道；强化催办督办，非常
时期“快办特办”，建立疫情诉求不
作为案件线索快速移交通道；及时
收集汇总疫情诉求信息，建立专项
数据台账，实时更新办理情况，形

成疫情诉求每日简报，强化信息的
快速报送，完成疫情台账更新
2000余件次，报送疫情简报9期、
信息专刊1期。

二是升级诉求响应时限，1月
24日起，将疫情相关诉求办理时限
统一调整为24小时。1月 30日，
按市中心统一要求对五类疫情诉
求升级为一类紧急响应诉求，实行
2小时办结机制；利用平台短信通
知、电话告知等形式第一时间将诉
求信息和办理时限通知到各承办
单位；对2小时响应的诉求在到期

半小时前短信通知承办单位主要
领导进行督办，确保群众诉求得到
有效响应和解决。

三是畅通各级信息交互渠道，
与12345 市中心始终保持高效率
的工作信息联动，急速反馈各类紧
急诉求信息，及时掌握市级各项工
作要求并加以落实；收到市中心疫
情专报第一时间进行案件信息逐
条核对，及时沟通查找市中心漏
派工单，确保每个群众诉求得到
及时响应；通过自行编发及约稿，
向市中心和市区两级新闻媒体报

告区内疫情诉求办理信息5篇，利
用城指中心微信公众号及时对疫
情防控信息进行发布。

四是推进单位自身防控，及时
采购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加
强集中办公区域定时消毒频次；对
在岗人员实行健康申报，进行体温
监测；针对疫情诉求量加大，区城
指中心及时增加了座席人员排班人
数，确保中心7×24小时高效运转。

截至 2月 16日 12时，我区累
计受理12345 热线疫情相关诉求
1699件，现已全部办结。

本报讯（通讯员刘玉峰）2月10日

下午，一辆小货车驶入妙峰山镇陇驾

庄村委会，车上装满了村内商户赵国

庆为疫情防控筹措捐赠的爱心物资。

赵国庆捐赠的物资有口罩、酒

精、消毒液等防护用品。

“疫情无情人有情，在疫情防

控的关键时刻，这些东西来得太及

时了，可帮了村子大忙了，太感谢

了！”得知来意的村委们连声赞叹。

“都是应该的，我也是咱们村

的一份子嘛。”话不多的赵国庆边

说边把物资卸下车。一番搬运后，

物资顺利入库，村委们还没来得及

再说声谢谢，赵国庆已经上车挥手

道别，将小货车驶出了村委会。

本报讯（记者刘鹏）2月13日上

午，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携

手阳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大峪街

道中门花园社区捐助 100 升次氯

酸消毒剂和雾化喷雾机一台，现场

进行了雾化消杀工作。为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记者了解到，本次获赠防控

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区

消杀物资短缺问题，爱心企业积

极伸出援手，以捐赠物资的方式，

加入到这场共同疫情防控中，以

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与担当，

传递抗击疫情正能量。

近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举
报，反映辖区北京利民堂大药房有限公
司高价销售口罩，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
场，并立案调查。

在现场检查中发现，该药店最后一次
销售口罩的价格为85元每袋（规格：3枚
装）。经进一步调查，该药店于2019年10
月23日购进立体明星口罩15袋，购进单价
每袋13元。截至2020年1月31日，上述
产品已全部销售完毕，自2020年1月21日
起，该药店口罩的销售价格从每袋26元涨
至每袋85元，涨价幅度高达226.9%，售出

10袋。该药店的上述行为，构成《价格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
（三）项规定的“利用其他手段哄抬价格，
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的行为。

在北京市已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
级响应期间，该药店不仅没有担负起相
应的社会责任，反而为牟取暴利，将原
价每袋26元的口罩涨至每袋85元，客
观上造成扰乱市场秩序、推动价格上涨
过快的后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
单位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现已执行完毕。

近日，东辛房街道石门营六区工作人员发
现，社区大门口污水井的污水外溢，马上将情
况反馈给东辛房街道，街道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与物业公司联系处理。

物业公司快速响应，排查发现是污水井管
道堵塞造成。随后，安排两名工作人员进行临
时疏通，用水泵抽出外溢的污水，另外安排两
名客服人员在附近张贴通知，告知居民污水外
溢的情况，请注意绕行。

为了彻底解决管道堵塞问题，物业公司联

系专业人员对污水井进行了彻底的疏通，并对
污水井及周围进行了防疫消毒消杀工作，确保
环境干净卫生。

东辛房街道始终高度重视群众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以及影响群众生活的烦心事，把
一件件民生小事当做头等大事来办，彰显出心
系群众、情牵群众、为民办实事的初心。下一
步，将继续加强巡查监管，全面摸排辖区存在
的环境问题及隐患，为辖区百姓提供良好的居
住环境。

区法院
战“疫”审执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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