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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群众所急 想群众所想 办群众所需

组建志愿服务队组建志愿服务队 创新防疫新机制创新防疫新机制

区领导检查定点酒店
及社区便民市场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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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 争第一

制定方案 确保春耕防控两不误
涧沟村农作物进入剪枝养护期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3月 11
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先
后到龙泉宾馆、龙门三区社区和格
林摩尔超市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龙泉宾馆是我区指定的境外人
员集中医学观察点。付兆庚在实地
查看了宾馆房间的居住环境后指
出，要为外籍人员提供条件良好的
房间，统一按照北京的防疫要求，做
好隔离、消毒等一系列健康管理工
作，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在龙门三区社区大门口，付兆
庚慰问了正在值守的社区工作者
和机关下沉人员。他说，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境外
疫情输入已成为我市防控工作的
重中之重。各社区要严格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做好封闭管理、体温
检测、出入登记等工作，特别是要
做好外籍人员的健康管理和服务
保障工作。

付兆庚还到格林摩尔超市检查
了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叮嘱超市负
责人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做好体
温检测、卫生消毒、排队一米线等防
控措施，避免人员聚集。同时要及
时补充货物，满足百姓的购物需求。

区领导庆兆珅参加检查。

3月12日上午，付兆庚以“四不
两直”方式先后到社区、办公楼宇和
建筑工地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在绿岛家园等基层社区，付兆
庚与正在值守的社区工作者们认
真交流，详细询问他们近期有没有
从国外返回的人员进入社区，是否
了解市委、市政府针对疫情的相关
规定。

付兆庚指出，当前国内疫情逐
步向好，但境外疫情正在加速扩散
蔓延，疫情防控依然处于最吃劲的
关键阶段。各社区要认真摸排、详
细记录国外归来人员的信息情况，
严格执行入境人员居家观察措施，
并纳入社区健康监测管理。还要主
动做好服务，向社区居民和外籍人
士宣传告知防控要求，引导他们主
动配合参与，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健
康家园。

随后，付兆庚又来到写字楼和
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工地检查疫情防
控工作。他指出，各企业要发挥好

“健康宝”软件在复工复产中的重要
作用，持续抓好复工复产后的防疫
工作，做到两手抓、两不误。要高度
重视施工工地和各企业的安全生产
工作，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本报讯（记者 马燊）天气渐暖，
妙峰山镇涧沟村的玫瑰花和樱桃树
进入了剪枝期，村委会结合疫情防
控，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确保春
耕与防控工作顺利进行。

记者来到涧沟村金顶玫瑰园，
花农们正戴着口罩给越冬之后的
玫瑰剪枝、翻土、除草，经过修剪
的玫瑰间隔有序、枝条整齐。据
花农介绍，往年玫瑰花产量约为 6
万斤左右，今年雨水丰沛，产量将
有提升。

同样的工作在涧沟樱桃园里也
正在进行着，果农们登高爬低，用手
中的剪刀为樱桃树梳理枝桠，精心

护理着果树。
涧沟村党支部副书记王瑞青介

绍，剪枝是为了提高产量，接下来还
要进行铲土、施肥、浇水等工作，依
往年惯例，6月中旬开始，玫瑰花和
樱桃将相继成熟。

据了解，目前，涧沟村金顶玫瑰
种植面积已经超过 6000亩，樱桃种
植103亩5000多株。4月上旬开始，
涧沟村周边的桃花、樱桃花将依次
开放，时至 6月，玫瑰花和樱桃也将
先后成熟，届时，这千米高山上，将
铺满鲜花、弥漫果香。

待疫情过后，相约金顶，赏花、
品果，不失为散心、休闲的佳选。

本报讯（记者 李倩）面对疫
情，一支名为“左邻右舍”的志愿
力量在东辛房街道石门营五区成
立，他们活跃在社区的每个角落，
送快递、理发、巡查……无时无刻
不在向居家隔离人员和空巢老人
等特殊群体传递着温暖，这股暖
流也汇聚成希望、凝聚着力量。

今年47岁的李春凤是“左邻
右舍”防疫志愿服务队的一名普
通志愿者，每天她都会到社区门
口参加值守工作，经过反复的观
察，她告诉记者，“社区的高龄老
人较多，他们本就出行不便，现在
再赶上这疫情，对他们来说更是
雪上加霜。”为此，李春凤便主动
当起了社区的配送员，为特殊人
群采购生活物品。

“黄姨，您要的矿泉水我已经
买好了，还有别的需要吗？”每次
购买物品时，李春凤都会在现场
与居民进行电话沟通，尽最大可
能去满足居民需求。

记者看到，从超市出来后，李
春凤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将购买

的物品送到居民家中。放下矿泉
水，志愿者们便换上“新装”，开始
为老人理发，打扫房间。贴心的
服务，热情的话语，让今年72岁
的黄淑芹老人赞不绝口，她激动
地说：“独居的五六年里，幸好有
社区这些志愿者们关心着我，时
常电话问候我，还定期过来帮我
理发、清洁卫生，让我能舒舒心心

地生活。尤其现在赶上疫情，他
们不怕苦不怕危险，帮我们这些
特殊人群送快递、买东西，真是我
们的贴心人啊！”

“看着社区干部们没日没夜
地忙着防控，我是打心底心疼他
们！就想着能出点力，替他们
分担一些，哪怕就是让他们能
有喝口水的功夫呢！”李春凤告

诉记者。
在石门营五区，像她这样的

志愿者一共有41人，大家积极配
合居委会工作，确保疫情防控工
作全覆盖、无盲点。

自全区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石门营五区社区居委会充分
发挥党建协调委员会功能，调动
社区资源，发动党员、在职党员、
志愿者，开展联合防控。社区专
门制作了“出入登记员”“出入验
证员”“出入证发放员”“体温测量
员”以及“车辆管理员”“五员”胸
牌，确保责任明确、分管到位。
同时，联合物业对社区范围内公
共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及时清理
垃圾。

石门营五区党委书记于秀银
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创新防
疫机制，切实有效地把各项防控
工作做得有条不紊。同时，进一
步发挥‘左邻右舍’志愿服务队
的作用，以‘疫情不断，工作不停
’的坚决态度为社区居民筑牢安
全防线！”

集中供热时间延长
供热标准服务质量不下降

本报讯（记者 闫吉）为落
实北京市集中供暖延长的要
求，作为我区最大的集中供热
企业，北京热力集团门头沟分
公司迅速启动执行方案，加
强28座锅炉房和158个热力
站的调节运行和用户服务，
保持热网安全稳定运行，确
保延长采暖期的供热质量。
同时，积极协调燃气公司，保
障能源供应。

北京热力集团门头沟分
公司常健表示：“目前，北京
热力集团门头沟分公司已经
做好充足准备应对延长供热
工作。生产调度和集中控制
人员24小时值班，根据终端
用户的回水温度及时调整负
荷，保证充足的发热量；检修
和抢修人员同样是24小时值
班，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突发
情况。”

昨天，市委、市政府决定，
2019 年至 2020 年集中供热
期延长一周，由3月 15日顺
延至3月22日24时。现在正
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对
此，北京热力集团门头沟分公
司也做好充分准备。4支应
急抢修队伍，13个热网维修
班组，1个客服中心和4个客
服分中心也将24小时值守，
受理、解决群众的供热诉求。

生态优美引鸟栖息
渔鸥嬉戏惹人驻足

本报讯（记者 李倩）春暖花开，
生机盎然。随着我区自然生态
环境的不断改善，这几天，一群
群迁徙的候鸟来到三家店水库，
在永定河畔停留，栖息。蓝天映
碧水，水鸟潜碧波的自然美景悄
然呈现。

望向水库中心，可以清晰地看
到，三五成群的大鸟时而展翅翱翔
于天际，时而嬉戏追逐在河面，它们
像一群淘气的孩子，前一秒还踏着
水花起舞，忽而就扎进水中觅起一
条小鱼，逍遥又自在，刚好与远处的
青山，构成了一幅唯美的山水画，使

人着迷。
据区园林绿化局林政资源科

科长徐志强说，这种候鸟叫渔鸥，
每年春季3到 4月迁来我国，9到
11月迁离。常栖息于海岸、海岛、
大的咸水湖，有时也到大的淡水湖
和河流，常单独或成小群活动，主
要以鱼为食。

近年来，随着永定河综合治理
的逐步推进，我区的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碧波粼粼，鱼潜鸥翔，人与动
物在自然中和谐相处，良好的生态
环境不仅吸引罕见的候鸟栖息，也
使地区百姓身心愉悦。

加强专项执法检查加强专项执法检查 确保确保““三类场所三类场所””安全安全
本报讯（记者 李倩）随着各企业陆续复工复产，公

共场所的防疫工作备受关注，连日来，区城管执法局对
全区“三类场所”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情况进行再监督、再
检查，督促各企业积极落实使用“北京健康宝”小程序，
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全力确保全区公共场所安全。

记者在东辛房街道石门营地区看到，沿街各商场入
口的显眼处均张贴了“请您配合体温检测”“请您佩戴口
罩进入”的温馨提示，并安排工作人员为顾客测量体温。

检查中，执法人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疫情防
控措施进行检查，重点查看各商超“一米线”落实情况，
以及企业疫情防控措施预案、消毒记录以及厨余垃圾清
运记录，并要求相关负责人对检查中发现的“垃圾桶摆
放位置不合理”“垃圾分类不到位”等问题立即整改。

此外，区城管执法局还要求全区各开复工企业严格
规范管控流程，做好楼宇、商场的消毒与通风工作，积极
落实使用“北京健康宝”小程序，加强员工健康监测与日
常防护，多措并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截至 3月 10日，区城管执法局检查商务楼宇 322家
次、商场超市489家次、餐饮（含食堂）2333家次，共检查

“三类场所”台账 3144家次，检查台账外其他场所 2229
家次，累计发现问题150起，已全部责令整改。

一名党员拎起全村的一名党员拎起全村的““菜篮子菜篮子””
本报讯（记者 耿伟）王平镇

南港村地处深山，交通出行不
便，又没有任何商业设施。疫情
期间，“买菜难”成了村子的大问
题。村里的党员张建平，便主动
承担起为全村百姓外出买菜的
重任，拎起了全村的“菜篮子”。

清晨时分，张建平开着自
家的小货车，准备从村里出发，
前往50多公里外的新发地农产
品批发市场，为村民们集中购
买蔬菜。疫情防控工作启动
后，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外出为
村民购菜。

张建平是一名公交驾驶员，
每个月只有 4 天的休息时间。
现在，他把这些时间，全部用于
为村民买菜以及参与村内的疫

情防控值守，担当起一名公益志
愿者。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
蔬菜价格相对便宜，张建平考虑
到村民收入不高，所以选择到这
里采购，挑选村民常吃并且价格
能接受的菜品。这段时间频繁
的购买，让以前很少买菜的张建
平，成了半个行家。询价、挑选、
搬运，这些工作也都由他一个人
完成，有些果蔬重达几十斤，对
于年近50岁的他来说，搬运起
来十分不易。采购过程中，张建
平也尽可能的满足村民的需求。

不一会儿，各类果蔬便装满
了整个货车，每次外出购买，往
返路程都有100多公里，他都自
掏油费，他说为了百姓，这点钱

不算什么。
回到村中，张建平与村干部

一起把各类果蔬码放在村委会
门前的小广场上，村民们也陆续
前来选购，这些果蔬全部按照采
购价出售，张建平一分钱都不
加。之前，张建平还和村里的党
员自掏腰包为村民送过菜。

张建平告诉记者，这是第五
次为村民买菜了。前三次分别
由村书记、村主任和张建平出
钱，免费将菜送给村民。从第四
次开始，他从新发地市场将果蔬
批发回来，原价卖给村民，减少
村民外出，同时满足村民的日常
生活需求。

现在，张建平基本上一个星
期要去新发地为村民集中购买

一次果蔬，解决了疫情期间村民
买菜难的问题。他的举动也赢
得了百姓的称赞。

正在选购的村民纷纷表示，
疫情期间，张建平为我们买菜，
方便了我们苦了他自己。尤其
前些日子下大雪，村里人都出不
去，张建平和村干部把菜送到我
们家里，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让我们十分感动。

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
办群众所需，张建平用一名党员
的担当，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
力量。

谈到为村民买菜的举动，张
建平说现在是特殊时期，作为党
员这都是应该的，要为老百姓做
点实事。

我区热心志愿者们用真心暖流助力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