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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孝前）目
前，很多商场、超市、餐馆以及内
部食堂等公共场所都会在门口
处悬挂门帘防风保暖。但在当
前的疫情防控下，棉布门帘不但
影响通风换气，而且由于来往人
员进出都要掀一下，还存在交叉
感染的风险。

按照市区统一部署，区城
管执法人员在对商务楼宇、商
场超市、餐馆食堂三类公共服
务场所防疫措施开展检查时，

将“摘门帘”作为规定动作、必
查内容，要求所有“三类场所”
都要主动摘除门帘，确保进出
畅通。

城管执法人员介绍，近期天
气逐渐转暖，摘掉门帘，让公众
畅通进出，也是精准防控、疏通
堵点的重要环节。“三类场所”一
般人员比较容易聚集，摘掉门帘
既防止接触感染，又能便于室内
通风换气，减小“三类场所”内部
集聚感染的风险。

区城管执法局检查“摘门帘”
做好“三类场所”精准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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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早农事忙 绿化养护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为进
一步完善社区防控措施，从上周
末开始，大峪街道辖区内的33个
社区同步开展出入证升级工
作。升级后的出入证不仅标有
居民的姓名和楼牌号信息，还贴
有持证人本人的照片，可以有效
控制外来人员进入小区。

在双峪社区，收到通知前来
办理新出入证的居民们自觉按
照“一米线”的要求，在社区值班
室外有序排队进行办理。贴照
片、填写姓名、楼牌号，然后塑
封，社区工作人员以最快的速度
为居民们“定制”出入证。

正在办理出入证的居民说，

以前的证件谁都可以用，丢了或
给别人使用的情况时有发生，现
在一人一证，对个人和社区疫情防
控工作都是好事，感觉安全多了。

除此之外，社区还将出租户
和常住户居民的出入证进行了
区分，租户持有红色出入证，常
住户持有蓝色出入证，方便值守
志愿者更好地进行“把关”，最大
程度保障社区居民的健康和生
命安全。

据了解，双峪社区共有883
户，2500人，目前出入证已办理
过半，预计本周内将基本完成证
件发放工作，之后，社区居民将
凭新的出入证进入小区。

“定制”出入证
双峪社区防控再升级

本报讯（记者 陈凯）受疫情影
响，全市临床用血出现紧张状态，为
此，区献血办按照市卫健委相关要
求，与区教委联合对全区教育系统
员工进行集中采血工作，保障临床
用血供应充足。

为了做好疫情期间采血工作，
区献血办在新桥路中学设立了临时
采血点，参加无偿献血的教育工作
者们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填写健
康信息登记表，并进行体温和血压
的测量。随后，医护人员按照献血
者的血样、血型及身体状况，挑选符
合献血要求的人员，进行血液采集。

刚刚献完血的一名教师告诉记
者：“刚才献了200毫升，感觉特别高
兴。作为人民教师，在这么紧急的
情况下，也应该积极投入这次行动
当中，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如果
以后有需要让我贡献自己力量的时
候，我也会义不容辞的去选择冲在
第一线。”

据了解，去年，全区共组织团体
无偿献血活动 33场次，共采集血液
2046 单位，比 2018 年增长 69%。此

外，区献血办还广泛开展街头采血，
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无偿献血，
2019年街头采血量达 2677单位，比
2018 年增加了 2280 单位。全区总
采血量比 2018年增加了 3116单位，

采血量与供血量达到基本持平。
区献血办主任贺艳新告诉记

者：“这次我们一共组织了两批教职
员工参加献血，今天一共采集血液
50单位，第二批的献血工作将在本

月24号进行。目前我区的献血工作
正在稳步的推进中。接下来我们在
做好防控的同时，要保证做好今年
的无偿献血工作，完成今年的献血
任务。”

抗疫情抗疫情 献热血献热血

撸袖展臂显爱心撸袖展臂显爱心

军庄镇党员群众齐心防“疫”硬核坚守
不获全胜绝不轻言成功

本报讯（通讯员 张博森）目
前疫情防控处于吃劲阶段，军庄
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严
防境外疫情倒灌，坚决落实“思
想决不麻痹，落实决不松劲，不
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的要求，
硬核推进“六个不变、六个不减”
各项群防群控措施。

封堵卡口方式不变，封闭管
理强度不减。在小口封闭、大口
设卡、沟道封堵的基础上，继续
加强对沟道、山间小路的封闭，
避免返京人员徒步进入村（居），
当好村居“管理员”。

巡查检查节奏不变，动态巡
逻频次不减。充分发动党员群
众各方力量，利用村居巡逻队、
社会面巡逻队及企业巡逻队，保
证每天两次检查，切实做到辖区
动态巡查无死角，当好村居“巡
查员”。

卡口值守力量不变，程序规
范标准不减。严格筛查出入村

居的本地人员，出入人员必须佩
戴口罩、测量体温、检查人证、车
证做到“三保险”，当好村居“守
门员”。

劝导追踪措施不变，电话联
系次数不减。继续在“劝”上下
功夫，重点关注疫情高发区的离
京人员，实时追踪、关注人员动
态，当好群众“联络员”。

隔离观察手段不变，服务保
障水平不减。所有返京人员严
格14天居家隔离，做好健康监
测，特别针对境外返京人员要有
极高的警惕性，同时利用“楼长
闪送”“乡医上门”等服务做好隔
离人员的生活保障工作，当好群
众“服务员”。

组织发动声势不变，宣传动
员力度不减。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深度发掘疫情防控工作
村居特色做法和党员群众、一线
医护人员先进事迹，当好群众

“宣传员”。

春耕养护不耽误 防疫工作不停歇
本报讯（记者 杨铮）初春时节，

万物萌芽，春季是绿化养护的黄金
季节。这两天，区园林绿化局的工
作人员对全区所有公园树木进行春
季养护作业，确保植物健康成长。

记者在京门铁路公园看到，园
林养护人员正在对树木进行春季灌
溉，为了让休眠一冬的植物喝足开
春第一口水，按照“浇足灌透”的原
则，养护人员对辖区内的绿化树木
进行了全面的灌溉。截至目前，园
林部门共完成我区75处公园绿地
梳理的工作，清理树池9500多个，
灌溉返青水61万平方米，树木打药
30万平方米，清理枯枝死杈13.5吨
左右。

区园林服务中心养护组王宇介
绍：“接下来，我们将拆除公园内和
道路两侧的防寒板、喷洒第二遍灭
虫灭菌药。预计在四月底之前完成
全区所有春季养护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区园林绿化局
还要求全区所有公园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对入园者测量体温，并每
日两次对园内公共设施进行清洁和

消毒，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
游园安全。

“如发现未佩戴口罩的游人，我
们将禁止其入园。在园内，若有人
员聚集的情况，工作人员会及时进
行劝阻和疏导。同时，疫情期间我
们还采取了限流措施，全力做好公

园内疫情防控工作。”王宇说。
又讯（记者 陈凯）这两天，随着

天气逐渐转暖，龙泉镇中门寺村掀
起了春耕备耕热潮，田间地头一片
忙碌的景象，让人感受到生机盎然、
充满希望。

记者在中门寺生态园看到，

五六名村民正在田间地头忙碌着，
为农田进行整畦。据菜园工作人
员介绍，菜园里种植的都是季节蔬
菜，目前种植的蔬菜有韭菜、生
菜、油麦菜、茄子、柿子椒、黄瓜等
十多种。

菜园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我
们正在施肥、打畦，所有春耕工作正
常进行，种植的油菜、菠菜等蔬菜在
五月中旬就可以收割。”

据了解，中门寺生态园共有20
多亩菜地，为了确保防疫期间春耕
有序开展，村委会组织生产小组50
多人次上山下地，每天早8点至晚5
点分两班进行刨地、整畦、剪枝、撒
种，同时准备20吨有机化肥、上百
斤菜种等春耕物资，确保春耕物资
供应充足。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快春耕
工作，同时做好疫情防控措施，密切
关注种植人员身体状况，做到一手
抓防疫，一手抓春耕。在种植的蔬
菜成熟后，我们将把这些蔬菜作为
福利全部发放给350位村民。”中门
寺村村委会主任朱建和说。

区市场监管局“干”字为先
提高投诉举报处置效率

本报讯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仍处于关键时期，为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
市场经济秩序，区市场监管局持续
加大疫情期间 12345 诉求处理力
度，“干”字当先查处疫情防控期间
违法行为，积极解决群众糟心事、揪
心事和烦心事。

1月23日至今，共接收12345
各类投诉举报530件，其中价格问
题126件，口罩质量问题35件，退
费问题240件，其他问题129件（如
退房租、送货慢、送错货、超市食品

卫生问题、咨询营业执照相关问题
等）。受疫情影响，与往年相比投诉
举报数量大幅增长，区市场监管局

“干”字当头，切实为百姓排忧解
难。一是“巧”干有术。在退单退费
集中爆发关键时刻，区局执法人员
发挥主观能动性，摸索总结“菜单式
工作法”和“不见面工作法”，避免逐
个与商家和消费者一对一沟通，处
置效率显著提高，也避免因投诉举
报数量众多对同一商户的反复核
实，最大限度减少对正常经营秩序
的干扰。二是“敢”干有勇。检查过

程中面对不法分子的消极抵抗，执
法人员突击行动、固定证据、步步为
营，用铁一般的事实让违法者理屈
词穷，顶格作出处罚的同时，督促企
业按时缴纳罚款，勇于践行“处罚到
人”的立法理念，已办结11件，罚没
款合计616360元，吊销营业执照1
户。三是“实”干有为。结合投诉举
报类型、行业分布特点、属地承办数
量等情况，区局针对性调配执法人
员，统筹部署监管力量，加大集中整
治和行政指导力度，派遣政治站位
高、理论素质强、工作作风硬的精兵

强将，解决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经过不断努力，2月13日以后与疫情
有关的投诉举报占40.32%，相比疫
情初期的80.78%有明显下降。

近期受疫情影响，各行业复工
时间未确定，商户、租户关于减免房
租与房东协商不成功，向12345反
映此类诉求较多；其中通过线上租
房，第三方私扣房东租金等问题，愈
发凸显，区市场局将紧盯问题隐患，
不断调整监管策略，为打赢疫情攻
坚战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脚踏翻盖垃圾桶现身社区脚踏翻盖垃圾桶现身社区
灵心巧手助力疫情防控灵心巧手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杨爽)这两天，在
大峪街道绮霞苑社区门口，出现了
一只醒目的废弃口罩专用垃圾
桶。设计和改造这只垃圾桶的人，
正是69岁的社区垃圾分类指导员
隗合建。作为一名党员，隗合建
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用
自己的智慧与双手为防疫工作贡
献力量。

走进绮霞苑社区，一只红色的
废弃口罩专用垃圾桶伫立在社区
志愿岗前。在垃圾分类指导员隗

合建的引导下，居民不用手接触，
只需轻轻踩住木制的踏板，垃圾桶
盖就能打开，顺手就能将废弃口罩
丢进桶里。

疫情发生后，废弃口罩的存放
成为绮霞苑社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社区党委的鼓励下，隗合建从居
民丢弃的垃圾里找到木头和旧五金
配件做材料，通过量尺寸、画图、计
算、调试等多道工序，在一周内完成
了脚踏式翻盖垃圾桶的改造。谈到
改造垃圾桶的初衷，隗合建说：“全

国疫情发生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
——大家戴过的口罩没有地方扔。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天下无难
事，只怕有心人。”

疫情发生以来，绮霞苑社区的
垃圾分类管理遇到指导员数量减
少、垃圾总量增长等多重考验。为
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隗合建坚持
每天对社区10个垃圾站点巡视4
次，做好垃圾分类、擦拭垃圾桶、清
扫站点等工作，帮助社区居民维持
环境整洁。

据了解，社区目前共有28名居
民志愿者和160多名在职党员志愿
者。他们像隗合建一样，通过自愿
报名的方式，主动参与门岗值守排
查、体温监测、楼道消杀等服务，贡
献个人力量支持社区防疫工作。绮
霞苑社区党委书记刘莉表示：“作为
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门，社区一定会
继续加强管理，不会因为疫情好转
而放松要求和标准。我相信，只要
我们大家团结一心，一定会早日战
胜疫情。”

我区引入种植新农产品
提升农业科技技术质量

本报讯（记者 陈凯）眼下正
是春耕生产的关键时期，区科信
局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快
推进农业科技项目实施进程，引
入并种植花卉唐菖蒲，通过培育
和引进新品种农产品，提升我区
农业科技技术质量。

在位于王平镇下安路的科
技开发实验基地，几名花农正在
地里翻土、开沟、撒种，为后续的
培育工作打下基础。据工作人
员介绍，唐菖蒲别名又称十样
锦、剑兰、菖兰、荸荠莲。主要生
产国为美国、荷兰、以色列及日
本等，可作为切花，用于制作花
篮、花束等，它与月季、康乃馨和
扶郎花被誉为“世界四大切花”。

“目前，基地内种植的唐菖
蒲面积大约有一亩左右，接下
来，还将搭建温室，通过一些科
技培育措施，加快生长速度，预

计能在6月20日左右开花。”区
科信局技术人员苏本营说。

除了种植唐菖蒲，基地内的
120棵杨梅也进入到了开花期。
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对雌树进行
授粉，等到了4月初，这些杨梅树
将进入盛花期，在5月底至6月
初逐渐成熟结果，6月中旬将进
入盛果期。

据区科信局副局长高同雨
介绍：“从去年开始，区科信局陆
续引进杨梅、唐菖蒲等新品种农
业科技试验项目，通过这些新品
种的试种，来提升我区农业科技
技术水平，同时也为今后我区精
品民宿的发展助力。”

接下来，区科信局还将继
续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在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
同时，抓好农业科技实验项目
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