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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与市园林绿化局领导座谈我区第二批“火线入党”党员践行初心使命

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工程
指挥部召开第一次会议

区领导检查军庄镇疫情防控工作

引入“硬核”技防 助力疫情防控

加强工地防控措施
全力做好复工复产

冬天终将会过去，春天依
然会来临。今年的这个春天
没有因为新冠肺炎的肆虐而
推迟，在几场春雨的滋润下，
它依然迈着坚定的脚步向人
们走来，为寒冷的春天带来丝
丝暖意，为在坚守防疫一线的
英雄们带来信心，为居家防守
的人们带来欣喜。

姚宝良/文/摄

本报讯（记者 马燊）3月 7日，
是我区第二批“火线入党”的预备
党员们入党后的第一天，他们回
到了各自的社区，落实“党员顶岗
一日、社区轮休一日”的工作要
求，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展现
我区广大共产党员“红色先锋、齐
心抗疫”的精神面貌。

“孩子，我是李老师，你有什
么问题需要解答？”一大早，家住
桃园社区的李慧超接通了学生的
视频电话，与孩子进行一对一讲
解。她耐心细致地帮学生分析题
目，一步步引导学生解题，不一会
儿就让学生理解了解题方式。

疫情期间，李慧超利用自己
的休息时间，在社区内开设“亦
学亦乐小课堂”，义务为社区里的

学生，通过视频热线答疑解惑。
李慧超说，在这次疫情中，自己成
为了一名党员，既是光荣、也是责
任，自己要在社区里发挥岗位优
势，努力为在家休息的学生答疑
解惑，同时，也为社区防疫工作贡
献微薄力量。

区法院综合办公室干部孟竹
个子不高，身体里却蕴含着满满
的正能量。记者见到孟竹时，她
正在高家园新区的值守岗上执
勤，在“党员顶岗一日”活动中，孟
竹主动承担起为社区居民测体
温、检查出入证的工作，同时，还
亮明身份，利用职业优势，采取线
上线下的方式，积极解答百姓关
于疫情的各项法律问题，让居民
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和自身应保障

的权益。孟竹表示，社区的工作
人员十分辛苦，在入党的第一天，
我回到社区，就是希望让社区工
作人员们“歇歇脚、喘喘气”，同时
也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竭尽
所能地为社区居民筑起一道更加
安全的防线。

在龙山家园一区，一名居民
正站在快递柜边发愁。月季园派
出所民警尹瑞丰看到后立刻上前
询问，原来，这名居民不熟悉快递
柜的使用方法，无法取出快递。
热心的尹瑞丰上前，一步步地帮
助居民操作，取出了快递。这边
刚结束，手机又响了，龙山家园一
区的居家隔离人员有快递到了，
尹瑞丰赶忙按照信息提示，快速
取出快递，一路小跑送到了居民
家门口，一手将快递递给居民，一
边让隔离人员将生活垃圾装到他
随身带着的垃圾袋中，将垃圾拿
到楼下消完毒，扔到了垃圾桶里。

在没有送快递等工作时，尹
瑞丰就到社区门口执勤站岗，作
为一名民警，他的检查更加细致，
尹瑞丰说：“成为了一名党员，就要
时刻铭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今天
回到社区，参与值守，为居家隔离
的居民送快递、倒垃圾，一方面是
为了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标准，另
一方面，也是发挥党员作用，真心
实意的为百姓做一点事。”

龙门新区六区的社区门口，
刚刚入党的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刘
玉峰和区城管委工作人员路珊珊
穿上了门头沟热心人的马甲，参

与“党员顶岗一日”活动，他们为
居民测体温、查出入证，在这个新
的阵地上，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路珊珊平时的工作是接听政
府服务热线，最了解基层百姓的
需求、愿望。在这次防疫期间，她
将工作中了解到的热点问题反馈
给社区，提示社区提前做好相应
工作，做到未诉先办。“成为一名
党员是我的光荣，同时也压实了
我肩上的责任，我要更加贴近百
姓，了解百姓所急所难，积极发挥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严格
要求自己，成为百姓身边的知心
人。”路珊珊说。

疫情防控期间，理发是一个
困扰社区居民的难题，刘玉峰在
家里是个业余理发师。这次回到
社区报到，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
长，到社区居民家里，为老人们免
费理发，虽然手艺并不高超，但也
能满足大爷大妈们的基本要求，
邻居们对他都是赞不绝口。刘玉
峰告诉记者：“成为一名党员，我
就要在每个地方发挥自己的光和
热，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更
加充沛的热情服务他人，同时，积
极利用自己的各方面能力，为百
姓排忧解难，践行一名共产党员
的初心使命。”

记者从区委组织部了解到，
第二批“火线入党”的党员共计13
名，他们来自全区不同的岗位。
目前，已经全部回到社区报到，在
家门口发挥党员作用，以实际行
动在战“疫”一线担当作为。

本报讯（记者 闫吉）3月6日上
午，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工程指
挥部召开第一次会议。区委副书
记、区长付兆庚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区城市管理委汇报了
指挥部专班组建、拆迁进展等工
作；区公路分局汇报了工程疫情
防控有关工作情况；中铁京西高
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汇报了开工
以来工程进展及项目公司、各标
段分公司组建注册情况。区纪委
监委、区委组织部、区委政法委、
区公安分局等单位就打击恶意
阻施、违法承揽工程等行为提出
要求。清水镇、雁翅镇、西胡林
村、陈家庄村主要领导进行了表
态发言。

付兆庚要求，建设单位要加
大工作力度，认真做好前期工作，
积极主动与市级部门对接，加快
推进项目审批前置手续办理。沿
线各镇、村要做好政策解释和宣
传工作。对在征地、拆迁、工程项
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
势力，公安政法部门要严厉打击，
为项目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建设
环境。同时，区监委要加强监督
检查，发现在工作中以权谋私、优
亲厚友的现象，要严肃查处，确保

项目建设过程中资金安全、人员
安全，打造廉政工程。

付兆庚强调，在当前疫情防
控关键阶段，要继续毫不松劲地
做到建设、防控两手抓。要按照
市区关于疫情防控的要求，严格
落实四方责任，把防疫各项责任
落到实处。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督促参建企业认真落实主
体责任，强化工地和人员管理，落
实、落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要
建立健全疫情防控保障体系，制
定和完善疫情防控管理制度和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确保实现“零感
染”。在确保施工安全的基础上，
要注重保护环境，以最严格的措
施做好施工降尘、渣土运输、噪音
污染、排水排污等工作，努力打造
生态环境保护示范工程。

付兆庚最后强调，各参建企
业要严格执行各项政策和规范，
依法依规推进工程建设，保证工
程质量。同时，要把项目实施建
设与积极带动就业增收相结合，
有效促进当地百姓就业，带动沿
线低收入村、低收入户实现增收，
助力我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区领导赵北亭、高连发参加
会议。

本报讯（记者安振宇杨爽）3月
6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国才一
行，先后来到军庄镇返京人员隔离
点和孟悟村、东山村，检查疫情防控
措施落实情况。

陈国才检查了各村封闭管理情
况，查看了卡口出入登记台账，详细
询问返京人员居家隔离情况和生活
用品供应情况。

陈国才指出，当前疫情形势依
然严峻，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切实做到思想绝不麻
痹、措施绝不松劲、部署绝不收兵。
要妥善应对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带
来的疫情传播风险，以慎终如始的
精神状态、细之又细的工作措施，落
实好疫情防控各项部署。要进一步
突出党建引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制
度优势，多方面关心关爱基层干部，
确保各项防控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本报讯（记者 李倩）为进一步
做好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区住
建委认真排查全区在施工地，广泛
推广“北京健康宝”小程序，对外来
务工人员健康信息进行动态监测。
同时，加强防控措施，对施工区、生
活区实施封闭式管理，确保企业安
全复工复产。

张耀文是北京中骏天峰项目施
工工地的一名工人，每天他都会扫
码登录“北京健康宝”小程序，再输
入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并进行
人脸识别，随即他的手机界面呈现
出绿色的“未见异常”的状态，张耀
文将自己的身体健康信息进行截
图，发送到员工微信检测群，汇报自
己的健康状态。

除了使用“北京健康宝”进行检
测健康状态以外，企业还针对已返
京复工员工，严格落实体温检测、通
风消毒制度，并在食堂排队处设立

“一米线”，实施分发盒饭措施，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聚集。同时，采取专
车方式“点对点”运送劳务人员有序
返京，对新进场的劳务人员实施14
日的监督性医学观察，确保安全复
工复产。

“我们将在工地全面推广‘北京

健康宝’，并实行日报告制度，做好
记录。同时，严格执行测温、通风、
消毒等制度，强化防疫宣传，引导员
工做好个人防护，并合理安排员工
住宿，降低人员住宿密度的同时，严
格要求员工不得随意流动串宿舍，
严禁聚餐、娱乐等聚集性活动，确保
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北京中骏
天峰项目部经理尚东旭告诉记者，

“目前，中骏天峰项目工地已复工
174人，正常工程已经展开，在今后
的生活、生产中，我们会一手抓防
疫，一手抓生产，两手都要抓，两手
都要硬。”

“目前，全区已复工项目共有8
项，区住建委按照相关要求，对这些
施工单位进行了全面排查，同时建
立疫情防控工作日报告制度，严格
落实24小时值班制，积极应对突发
事件。截至目前，共开展执法检查
573次。”区住建委工作人员赵琦
说。

北京“健康宝”小程序的正式上
线，为防疫防控工作提供了更加有
力的支撑。在京及进（返）京人员均
可扫码登录小程序查询自身健康状
态，为复工复产、社区防控等提供防
疫相关健康状态证明。

春天来了

本报讯（记者 李倩）随着全市
各企业陆续复工，外来返京人员也
日渐增多，基层疫情防控形势越
发严峻。为了更精细地做好社区
防控工作，同时也为基层工作者
减轻工作负担，近日，峪新社区引
入智能门禁系统，技防助力疫情
防控。

“我们在此前安装红外热成像
仪的基础上，又新安装了智能门禁
系统，居民需刷特定的门禁卡才能
进出小区。”小区物业经理李桂林
介绍到。

记者观察到，小区大门紧闭
时，刷卡系统的指示灯为红色。当
居民刷卡成功后，指示灯则会变
绿，大门徐徐打开。每次刷卡，大
门将打开5秒时间。

在刷卡的同时，红外热成像仪
同步进行测温，两大科技相辅相
成，如检测出体温高者不放行、没
登记在册的也不放行，可有效协助
社区织密疫情防控网。

“智能门禁系统的投入使用，
可有效缓解社区工作者因始终奋

战在基层防控一线，体力、精力接
近极限的现状，从而合理轮换值守力
量、安排值守时间，更好地做细、做实
各项防控工作。”社区工作者说。

据了解，此次安装智能门禁系
统，是峪新社区、大峪村、北京龙华
恒业物业三方在防疫期间，创新防
控举措的再一次联动，由物业出资

安装智能门禁系统，对社区疫情防
控设施升级改造。三方充分考虑
到老旧小区租户多、人口杂的特
点，通过以“居民出入证”换取“门
禁卡”的方式，对辖区住户再次进
行摸排。截至目前，峪新社区共发
放门禁卡2300余个，社区工作人
员将继续督促未“以证换卡”的居

民及时进行错时、错峰换卡。
此外，三方经商议后还采购了

手持测温热像仪，加强对往来车辆
测温工作。该手持测温热像仪可
检测2米以内的人员体温，与普通
手持测温仪相比，体温监测更精
准，还能更好地避免测体仪近距离
接触居民，同时减少车辆排队等待
检测时间，避免造成拥堵。

峪新社区党委书记高俊英告
诉记者：“使用智能门禁系统既减
少了人力投入，又避免了人与人近
距离接触。不仅提高了基层防疫
工作效率，还对小区治安防范极为
有利，我们将会一直沿用下去，为
社区百姓提供安全稳定的居住环
境。”

红外热成像仪、智能门禁系
统、手持测温热像仪……引入科
技，是峪新社区完善技防，不断提
高防控效率的有效举措，同时也是
社区防控智能化、治理规范化、服
务高效化的有益尝试，为提升小区
居民的幸福感，进一步织牢、织密
社区疫情防控网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3 月 9
日，区委书记张力兵，区委副书记、
区长付兆庚与市园林绿化局局长邓
乃平座谈。

区规自分局汇报了我区点状供
地实施规划增绿专篇，区园林绿化
局汇报了点状供地和林地保护规划
调整相结合情况，与会人员围绕下
一步工作进行了研讨。

邓乃平指出，市园林绿化局将
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新理念为出
发点，全力支持门头沟区点状供
地、林地保护规划修编、自然保护
区规划编制等工作。在依法依规
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政策研究工

作，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妥善解决
规划编制与现状冲突问题，多措并
举支持门头沟区生态文明建设高
质量发展。

张力兵感谢市园林绿化局近
年来对门头沟区的支持和帮助，他
表示，门头沟区将依托点状供地实
施规划，在保证全区林地总量不
减、质量不降的前提下，同步推进
增绿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希望
市园林绿化局加快推进规划（草
案）审批，积极支持门头沟区率先
启动林地保护规划修编等工作。

区领导赵北亭、张翠萍、王涛、
高连发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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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媛）日前，妙峰山镇

积极落实“一米线”措施，在各地设置安
全“一米线”，有效阻断人员增加导致的
病毒传播风险。

在妙峰山镇政务服务中心，记者一
进门就看到了入口处测温登记台前的地
面上贴着黄色标识线，上面写着“一米”

“两米”的文字。妙峰山镇还通过增设隔
离带，加大办事人员间隔，窗口工作人员
也都采取隔坐办公，降低飞沫传染机率。

“一进来工作人员先给测体温，我们
办业务和旁边人的距离也很远，觉得这
里防控措施做得挺好的。”前来办理业务的
市民说。

单位食堂是人员最为密集的地方，
记者在妙峰山镇食堂看到，以往厚重的
防寒门帘和透明塑料门帘已经不见踪
影，工作人员正在保持一米距离排队进
入，食堂内也都张贴着相关提示，要求工
作人员进入食堂必须先洗手，必须戴口
罩打饭，取餐和就餐都采取“间隔”模式，
避免面对面吃饭的情况。同时，食堂还
通过实行午餐分时段取餐的防控措施，
倡导工作人员自带餐具，回办公室吃饭，
避免集中，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妙峰山镇工作人员说：“目前全镇的商
超、企业、单位‘一米线’已落实到位，全力保
障大家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