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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直面疫情冲击对全年工作的影响，必须确保疫情防
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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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温馨提示牌 让居家观察更暖心

区纪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召开
守好百姓家门 切实做到不漏一人

区领导检查疫情防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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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 争第一

我区首位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浆

本报讯（记者 马燊 安振宇 杨
爽）3月2日夜里，区委副书记、区长
付兆庚带队以“四不两直”的方式，
到三家店地区检查各村居出入口疫
情防控工作。

付兆庚实地查看了各防控点位
值守情况和进出人员登记情况，细
致询问了值守力量配置、返京人员
管理、防控措施落实等方面情况。

付兆庚指出：现在正是疫情防
控工作的关键时期，各防控点位的
工作人员要继续凝心聚力，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杜绝松懈情绪，守好百姓
家门，营造安全、健康的社会环境。
要进一步强化点位管控，加强各点
位硬隔离措施，切实做到不漏一人、
不漏一车，以扎实有效、科学严谨的
防控举措，打造严密的疫情防控
线。要为值守人员做好后勤保障工
作，合理制定轮班制度和力量分配，
强化重点地区管控，同时，要严格执
法，对拒不执行疫情管理规定的不
法行为要予以坚决打击，努力营造
安全、和谐、有序、健康的社会氛围，
全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役。

3月3日，付兆庚带队，以“四不
两直”的形式，先后来到德山大厦、
京煤集团总医院上岸综合医疗部、
龙湖长安天街写字楼和物美大卖
场，实地检查“三类场所”的开复工
情况与疫情防控工作。

在德山大厦，付兆庚重点检查
了楼宇、各企业、食堂与地下车库落
实防疫要求的具体措施，了解外地
返岗员工信息摸排情况与楼宇消毒
通风情况，查看楼长责任台账和企
业、员工签订的责任书。

付兆庚要求各企业要压实主体
责任，加强对外地返岗员工的隔离
管理，建立工作人员健康监测制度，
严格把关日常清洁和预防性消毒措
施的落实，严防聚集性疫情的发生。

随后，付兆庚等人又来到几处
公共服务场所，检查各单位复工复
产情况与疫情防控工作。付兆庚指
出：“三类场所”的疫情防控与服务保
障工作至关重要。楼宇、部门、企业
要进一步规范管控流程，严格落实各
级责任，做好楼宇商场的消毒与通风
工作，加强员工的健康监测与日常防
护，多措并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倩）3 月 4 日，
早春的阳光格外明媚，北京市血液
中心的采浆车上，又迎来一位自愿
捐献血浆的新冠肺炎康复者，他是
来自我区的谭先生。

谭先生是我区确诊的首例新冠
肺炎患者，2月9日从定点医院康复
出院。其爱人姜女士作为我区治愈
的第一例确诊患者，在区医院接受
了科学救治和细致照顾。在夫妻二
人住院期间，作为密切接触者的两
个女儿生活照料问题牵动了全区上
下的心。于是便有了我区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的医疗团队精心照顾小

姐妹的感人事迹。
谭先生夫妇二人不仅感恩医疗

机构及时有效的救治，更感恩政府
对两个孩子的关爱呵护，所以夫妇
二人在接到区卫健委捐献血浆的动
员通知时，当即就爽快地答应了，表
示非常愿意，可以随时接受安排。

经过区献血办多方联系、协调沟
通，二人在复查结果正常后，分别于2月
24日和29日签订了捐献血浆同意书。3
月4日上午，谭先生成功捐献了血浆
200ml。同时，姜女士的捐献安排也在
积极进行中。当工作人员向他们表示感
谢时，谭先生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本报讯（记者 屈媛）3月4日下
午，区纪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召开。
市纪委、市监委第五监督检查室主
任张春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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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主席张永，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彭利锋等
市区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付兆庚传达中央纪委、
市纪委全会精神；区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范永红作工作报告。

张力兵在讲话中指出，过去的
一年，我们围绕落实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以“红色门头沟”党建为
统领，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为契机，实施全面从严治党“六
六工程”，管党治党各项工作取得新
成效。主要体现在“四个持续”，一
是政治建设持续强化，二是“六六工
程”持续发力，三是“两个责任”持续
夯实，四是京西铁军建设持续从严。

此外，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区纪委、区监委闻令而动、迅速
跟进，立足自身职能、围绕我区“二
十字”防控总原则，及时派出18个

检查组和3个夜查组开展监督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严肃
处理违纪案件，以监督执纪问责的
实际成效有力保障了全区疫情防
控工作的顺利开展。

针对区纪委、区监委的下一步
工作，张力兵提出五点要求，一要
强化政治监督，以坚定立场确保正
确方向。要聚焦政治原则、政治生
态、政治担当，把“两个维护”的根
本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要时刻从讲政治的高度加强对权
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督促公正用
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要坚定
生态涵养区“绿字当先”的导向，紧
跟打造“五个之城”的步伐。重点
要围绕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聚焦落实“三个决不”要求，确保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部署推进到哪
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

二要强化干部管理，以从严举
措锻造京西铁军。要坚持以身作
则、以上率下；坚持敢抓敢管、务必
从严；坚持正向激励、激发斗志。
当前，全区改革发展任务很重，特

别是在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
山”转化方面，需要更多创新探
索。同时，严格执行新出台的《北
京市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诬告
陷害为干部澄清正名工作办法（试
行）》，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踏实
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
营造向善尊贤的良好氛围。

三要强化正风肃纪，以优良作
风决胜全年目标。要持续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和市
委、区委实施办法，严肃查处顶风
违纪行为，坚决防止“四风”问题隐
形变异、反弹回潮。要着力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切实
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党员干部把时
间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服务群众
上。要坚决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
益问题，紧盯棚户区改造、扫黑除
恶等领域，严肃查处腐败和作风问
题。要直面疫情冲击对全年工作
的影响，必须确保疫情防控与经济
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两促
进”。区纪委、区监委要紧扣目标、
综合施策、靠前监督，充分发挥保

驾护航作用，确保年度任务落地落
实、决战决胜。

四要强化反腐惩贪，以高压态
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的体制机制建设。要强化不敢
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
强不想腐的自觉，深入开展“以案
为鉴、以案促改”工作，抓好“一案
四查”，开好“三会”，用好“两书”，
引导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五要强化责任落实，以首善担
当确保守土尽责。全区各级党组
织要把管党治党、从严治党作为首
要政治责任，深化落实“六六工
程”，细化责任清单，持续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末端延伸。全区
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进一步提高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
作的本领，提升工作的专业化水
平，健全内控机制，坚决防止“灯下
黑”。为打造“两个品牌”、当好“两山”
理论守护人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

区领导陆晓光、张金玲、金秀
斌、李耀光、赵北亭、张翠萍、王涛
参加会议。

疫情防控不掉线
政务服务不断档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为进一
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解决特殊时
期办事企业和群众的政务服务需
求，避免因办事人员流动和人员集
中产生交叉感染的风险，龙泉镇政
务服务中心针对大厅运营及防控采
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实现疫情防
控与便民服务两不误。

记者在龙泉镇政务服务中心看
到，门口设有扩音喇叭，循环播放着
疫情期间进出大厅的注意事项，减
少病毒传播。一进门就设有测温登
记台，所有人员均需体温在正常范
围内并必须佩戴口罩才可进入。大
厅内还加设了一排工作桌，保证办
理业务人员和窗口工作人员间有一
米以上安全距离，工作人员也会每
办结一项业务对周围的工作环境进
行消毒，避免交叉感染。

一位办理业务的市民说道：“我
觉得这里的消毒措施、防控措施做

的都挺好的，门口还有消毒地毯，对
鞋底的病毒消毒，并且进行实名登
记，我们来这办事放心、安全。”

同时，镇政务服务中心还通过
电话告知及发放政策宣传单的形式
向群众宣传可以延期及网上办理的
相关事项，部分业务采取村居统一
收取代办、帮办的方式，最大限度降
低聚集办理的情况出现。

龙泉镇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张燕介绍：疫情防控期间，政务
服务中心全面推行“网上办”“预约
办”的工作模式，对具备网上办理
条件的业务实行网上受理，对尚未
具备网上办理条件的业务实行电
话告知及预约延期和暂缓办理，群
众可拨打69839474电话，我们会
做好线上解答工作。此外，大厅每
日都会进行3次以上全面消毒，并
长期保持通风，保障群众和工作人
员安全。

推行北京推行北京““健康宝健康宝””织密疫情防控网织密疫情防控网
本报讯（记者 马燊）近日，北

京市全面推行北京“健康宝”小程
序，用于为防疫工作提供数据支
撑，同时也进一步织密了在京及
进返京人员疫情防控网。

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在接到
推广使用北京“健康宝”小程序的
通知后，立即通过电话、网络向园
区企业发布相关要求，积极推进
园区企业员工登陆小程序，查看
自身健康状态。

3月4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
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详细了

解了企业复工情况。据工作人员
介绍，在接到推广通知后，企业立
即在网络上告知员工，仅一天时
间，大部分员工均已完成登陆，并
上报了自身健康状态。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徐芝兰说：“我们一方
面积极在企业中推行‘健康宝’小
程序，一方面利用‘健康宝’小程
序显示的健康信息，做为企业疫
情防控的补充条件，也就是员工
在进入企业时，先要经过测体温、
了解行程等流程，然后再出示‘健

康宝’显示的健康状态，全部没有
问题的情况下，员工才可以进入
工作地点。”

据了解，中关村门头沟科技
园积极利用“健康宝”小程序，开
展三级信息统计，既企业员工每
日自我监测、企业统计“健康宝”
健康信息、园区整体汇总健康信
息，努力做到全覆盖、全监控。

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管委会
行政法务部部长陈金说：“我们通
过‘健康宝’小程序，将企业总人
数、每日登陆使用人数、异常情况

人数进行全面记录，对尚未注册
登陆的人员进行督促，对登陆情况
异常的人员，做到及时了解情况并
第一时间上报，努力将防控工作做
严做实。”

与此同时，园区还积极推进
热成像仪全覆盖工作，进一步强
化防控措施，减少日常检测所耗
时间。

“目前，园区德山大厦、石龙
高科大厦已经完成了热成像仪的
安装工作并正式投入使用，其他
楼宇也正在积极推进。”陈金说。

本报讯（记者 李倩）连日来，龙泉镇向辖区各
村、居发放居家观察温馨提示牌，并张贴在返京人
员家门口，倡导群众自主参与、互相监督、群防群
控，坚决阻断新冠肺炎传播渠道。

记者在龙门新区二区看到，凡是返京人员的门
前都会张贴一张居家观察温馨提示牌，牌子上标注
了居家观察截止时间，便于工作人员统一管理。“有了
居家观察温馨提示牌，不仅能让返京人员自觉进行
居家观察，同时也消除了我们这些普通住户的顾
虑。而且这温馨提示牌一出，群众一目了然，不再随
意走访串门了，有效降低了人员流动性。”社区百姓宋
瑶告诉记者。

此外，龙泉镇各村、居还
通过建立微信群、电话、位置
共享、视频约谈等方式，实时
监测返京人员的动态以及身
体健康，并安排专人对返京人
员生活需求提供服务保障，帮
助他们送菜、送快递、清运生
活垃圾等，切实做到隔离病毒

的同时不隔离爱。
截至目前，龙泉镇共向

35 个村、居发放居家观察温
馨提示牌 4000 张。下一步，
龙泉镇会继续采取多措并
举，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