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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鹏）近日，中
国拥军优属基金会携手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为区光荣院捐赠各类
新鲜蔬菜500余斤，为疫情期间老
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

据了解，中国拥军优属基金
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
性公墓基金会，是目前国内唯一
一家为部队建设和退伍军人及

军烈属服务的公益慈善机构。
基金会充分发挥自身在金融和
大健康领域的专业优势，以促进
退役军人和军烈家属身心健康、
就业发展为目标，广泛动员社会
各方力量，面向国内外募集资
金，资助开展拥军优属、优抚安
置、国防教育、精准帮扶、保障权
益等各项公益慈善活动。

中国拥军优属基金会
为区光荣院捐助生活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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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 争第一

本报讯（记者 高晴）在疫情
期间，有一些人，依旧坚守岗位，
奔波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他
们是快递小哥、环卫工人、交警、
城管、出租车司机……

为了向默默无闻、辛勤工作
的城市守护者表达心中敬意，龙
湖长安天街特别组织了“无人值
守暖心站”公益活动，站内联合
物美超市、汉拿山、星巴克等10
余个品牌，为一直坚守岗位的一
线服务人员，免费提供暖心能量
包。用小小的心意，向城市服务

者致敬。据了解，此次活动从3
月10日至3月16日共持续7天。

一位快递小哥对记者说，疫
情期间，他已经连续工作1个多
月，每天都是饿着肚子工作到下
午，中午基本没时间吃饭，能吃到
这些热乎的食物，感觉非常温暖。

短短的一中午，这些在城市
里日夜奔忙的人们，相继在这里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正如爱心
贺卡上的匿名“表白”——“希望
如期而至的不只是春天，还有疫
情过后平安的你。”

龙湖长安天街
组织无人值守暖心站助力抗疫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新型
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牵动着全国
人民的心。大爱无疆，有你有我
也有他。为充分发扬广大文艺
工作者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
精神，发挥文艺轻骑兵的作用，
为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
者、解放军战士、社区（村）志愿
者、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及“下沉
干部”加油鼓劲，由门头沟区文
联牵头，邀请武川县文联、察右
后旗文联、涿鹿县文联联合举
办“笔抒大爱，墨注深情”四地
文联“同心抗疫”书画作品网
络展。本次网络展以抗疫、防
疫为创造题材。目的是利用
书画家手中的画笔讴歌防疫
一线的英雄，用优秀的作品记

录下这令人难忘的历史时刻，
记录下防疫一线令人感动的场
景和画面。

本次网络展主办单位为北
京市门头沟区文联、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文联、内蒙
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
文联、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文
联。承办单位为门头沟区书法
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武川县书
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察右后
旗书法美术家协会；涿鹿县书法
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协办单位
为北京守望西山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本次网络展将展出四地书
画家的书法、美术作品各10幅，
共80幅作品。

笔抒大爱 墨注深情
四地文联联合举办

“同心抗疫”书画作品网络展

本报讯（通讯员 张博森）7个月的宝贝
还不会说话，却已经学会了和妈妈招手再
见，这成为军庄司法所司法助理员刘丽秀
既欣慰又难过的一件事。“今天你要乖乖吃
奶粉，乖乖睡觉，妈妈也要努力去工作，我
们一起加油好不好，等你睡醒，妈妈就回来
啦。”这又是一个黎明时分的告别。“我也不
知道她能不能听懂，但是我总是要和她说
一说的。”谈起自己的孩子，她的眼睛和话
语里满满的都是温暖和歉意。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军庄镇工作
人员积极投身到基层疫情防控工作中来，
刘丽秀作为军庄镇一名工作人员、一名哺
乳期的妈妈，没有退缩，踊跃肩负起防控值
守的任务，由于家住得远，每天都要往返奔
波 70 公里，为了按时到达点位，她每天必
须天不亮就要走出家门，刚开始，总是趁着
早上宝宝没醒偷偷出门，宝宝醒来看不到
妈妈，一天下来总是哭闹，后来更是警觉地
跟着妈妈一起醒来，几次扔下哭闹的宝宝
离开家，让刘丽秀心里很难受……为了安
抚好孩子，同时不耽误工作，刘丽秀想出来
一个好办法，租车上班吧，这样节省了半个
小时，充分利用起来足够可以应付了。就

这样，利用下班休息时间约教练，几天下
来，熟练地将车开上了路。“有句话不是这
样说吗，你不推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
能做的多好，。”她总是将自己的困难轻描
淡写地一带而过，只给身边的人留下欢声
笑语。“我这点难处也算难处么？医生和护
士在前线都付出那么多，我能做的大概也
就是把自己变成老司机，哈哈。”

几次恶劣天气，刘丽秀坚守在执勤岗
位上，对进出卡口人员询问测体温，体温
计经常因为低温而失灵，她就把体温计藏
在里侧衣服的口袋里，村里的条件有限，
上一次厕所要走 30 分钟，为了减少上厕
所带来的不便，刘丽秀坚持值守期间不喝
水，不仅如此，一班值守就是 6个小时，加
上路上的时间最少要 8 个小时，疲劳和长
时间的不饮水导致奶量严重的下降。“干
脆就断奶吧，这样也减少宝宝对我的依
赖，我也好安心的工作了。”她这样对家人
说，心里也有对孩子的愧疚。“可能暂时我
不能和我的小孩在一起，但是在我的岗位
上认真值守，减少人员之间的交叉感染，就
能让许多家庭安心的在一起，妈妈和孩子
长久的在一起。”

坚守抗疫一线的母亲坚守抗疫一线的母亲

区科信局
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科普宣传

本报讯（记者 康金洁）自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区科信局
积极发挥科普工作职能，号召广
大科技信息化工作者发挥自身
优势，勇于担当，积极投身到疫
情防控工作中。

他们向全区各机关单位、
镇街、企业发放疫情防控健康

提示宣传海报 30000 份，发放
“健康宝”宣传海报 20000 张，宣
传手册 4000 册，发放新冠肺炎
防 控 健 康 教 育 知 识 手 册 1000
本，发放防控必读《战“疫”》应急
科普特刊 1000 册。打牢科普宣
传防线，奏响基层疫情防控科
普最强音。

平凡的身躯 扛起不平凡的责任
本报讯（记者 耿伟）疫情当前，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防
控；逆行之路，平凡的身躯扛起不平
凡的责任；街头巷尾，用尽职尽责守
护市场的安全稳定。区市场监管局
传承革命老区的红色基因，用行胜
于言的担当书写战“疫”故事。

稽查“老兵”冲在前，站好最后
一班岗

樊文义2020年4月即将退休，
他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冲在执
法一线，带领青年干部深入超市、药
店开展执法巡查，调查处理了多起
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哄抬物价和商标
侵权案件。案件调查取证任务重，
时间紧，樊文义时常加班到深夜。
疫情就是命令，他始终冲锋在前。

巾帼不让须眉，拼搏展风采
区市场监管局的药械流通监管

科，是负责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中
枢部门，统筹全局防控工作的重担
落在科长张希的身上。张希家中有
两个年幼的孩子，丈夫也值守在疫
情防控一线，她只能将孩子托付给
父母，自己全身心投入到防控工作
中，不分昼夜，全力应对。

上阵“夫妻档”，战“疫”伉俪行
药械流通科韩振义和东辛房食

药所王菁既是夫妻也是战友，收到
返岗通知后，二人第一时间投入到
同一战场的不同战线。夫妻二人每
天巡查辖区内大大小小的经营单
位，督促经营单位落实好防控措施，
严禁哄抬物价；告诫市民不要盲目
囤积防护用品。每天忙完回家，看
着熟睡中的女儿，他们希望能早日
战胜疫情，多陪伴家人。

绽放青春之光，破开疫情之霾
90后年轻干部高伸，勤学习善

思考，应对疫情有高招，面对爆发式
增长的退款退单类投诉举报，总结
摸索出“不见面”工作法；作为所里
的青年干部，他主动申请承担年三
十的值班和禁放看护工作，白天在
所里处理投诉举报，晚上到负责的

路段禁放看护。站在一线的“90后”，
在担当与绽放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退伍不褪色，战“疫”显本色
刘秉杨2018年10月从部队转

业到城子工商所工作，他保持着军
人吃苦耐劳、勇于奉献、处事严谨、
敢于担当的优良作风，奔赴监管一
线。他说：“这种特殊时期，我作为
一名年轻党员和转业军人就要冲上
去，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和部队
多年的培养。”他发扬连续作战的风
格，摸排经营主体200余户次，处理
投诉举报8起，查处价格违法和虚
假宣传案件4件。

“疫情财”的克星，“灾难钱”的天敌
现年56岁的谭以清是一名有

着36年工作经验的“老物价”。从
大年三十开始，谭以清每天在岗超
过12个小时，即使是回到家中，也
时刻保持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
在人员少、投诉呈井喷式暴增的情
况下，迅速查处十余起价格违法行
为，有效确保防控期间市场价格的
稳定。

舍小家，为大家
“妈妈，我们昨天就基本没菜吃

了，今天姥姥姥爷翻箱倒柜，做了一
个青椒炒黄椒，赶紧帮我们送点儿
菜吧。”这段对话中的“妈妈”是永定
食药所所长王阳。当所里的同志听
到电话那头的声音，劝她赶紧去买
菜，工作交给别人。王阳却说：“没

事儿，他们有饭吃就行，咱们抓紧出
去检查。”王阳带领着所里的同志把
辖区的商户走了一遍又一遍，她希
望疫情早日结束，带着心爱的女儿
去品尝美食。

没有新郎新娘的婚礼
今年春节，穆鑫亚原本计划与

爱人回山东举办婚礼，一切都已准
备得当。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俩立
刻决定回来参与疫情防控，他们分
别给亲朋打电话通知婚礼取消。2
月5日，穆鑫亚的公公婆婆在老家
举办了没有新娘新郎的婚礼，在与
公婆的视频中，二位老人还一直在
鼓励着她们，要以工作为重，与国家
共渡难关。

本报讯（记者 刘鹏）3月6日
下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人
武部和区总工会共同为驻区部
队战士们送去慰问并赠送3300
个中药香囊。

这些香囊虽小，但是作用很大，
香囊中含有的艾叶、荆芥穗、藿香和
冰片4种中草药粉末，可帮助部队
战士们提高免疫力，预防疾病。

记者了解到，我区自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以来，各镇街与驻镇

部队积极协作，认真落实“内防
输入、外防扩散”和“四方责任”
的要求，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和封闭式管理，配合属地做
好部队工勤人员及家属的日常
监管，确保部队“零感染”。

这份暖心的捐赠激励了我
区驻区部队士兵们迎难而上、履
职尽责，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信心，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我区为驻区部队
赠送香囊 共抗疫情

扩大“非接触式”涉税业务
个税纳税记录可网上开具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目前，正值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关键期，为扩大“非接触式”涉税业务的要求，
自本月3日起，自然人纳税人可自行在网上开具本人
2019年及以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明细记录。

区税务局工作人员以自己的个税纳税明细记录
为示范，输入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址，点击左上方的

“特色应用”，使用“纳税记录开具”功能。在具体开具
前，登录个人所得税手机APP，点击“服务”栏目中的

“公众服务”，使用“票证查验”功能，扫描自然人电子税
务局网页版中显示的二维码，或手动输入查询验证码，
就可进行个人所得税纳税明细的在线开具，查验证明
明细记录真伪。

据了解，系统生成的纳税记录为PDF文件，需输
入个人身份证件号后六位密码才可打开文件。此外，
查询个人所得税纳税明细记录，可及时了解自己去年
的综合所得明细，为市民日常生活中购房、贷款等方面
和即将到来的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做好准备。

区税务局提醒市民，在输入密码、查询等环节注
意自身数据安全，在业务办理完成后及时退出系统，并
警惕不法分子编造散布的虚假信息，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如果市民还有其他疑问，也可进一步咨询主
管税务机关或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据了解，系统生成的纳税记
录为PDF文件，需输入个人身份
证件号后六位密码才可打开文
件。此外，查询个人所得税纳税
明细记录，可及时了解自己去年
的综合所得明细，为市民日常生
活中购房、贷款等方面和即将到
来的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做好
准备。

区税务局提醒市民，在输入
密码、查询等环节注意自身数据
安全，在业务办理完成后及时退
出系统，并警惕不法分子编造散
布的虚假信息，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如果市民还有其他疑
问，也可进一步咨询主管税务机
关或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寻
求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