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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城村建立“菜篮子基金”

做好疫情防控 推进无偿献血
区领导检查我区无偿献血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3月 24
日上午，区委常委、副区长庆兆珅
到新桥路中学检查我区无偿献血
工作。

庆兆珅详细了解我区无偿献血
工作开展情况，她强调，各相关部门
要继续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动员组
织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广大市
民参加无偿献血活动。要高标准、

严要求，稳步、有序推进无偿献血工
作进行。同时，要积极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的人员防护、室内通风与消
毒工作，严格落实检测体温、信息登
记、“一米线”等防控措施，确保现场
人员健康、安全。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11家单位
参加团体无偿献血，165人成功献血
182个单位，献血量共计36400毫升。

区法院开启区法院开启““云云””模式模式 线上直播新闻发布会线上直播新闻发布会

为村民在疫情期间生活提供保障
强化隔离人员科学指导 做好境外返京人员服务
区领导检查集中隔离点服务管理情况
本报讯（记者 耿伟）3月25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到龙泉宾
馆检查新冠肺炎疫情集中隔离点服
务管理情况。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付兆
庚要求，区相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
步提高认识，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
根弦，切实做好境外返京人员的服
务管理工作。要落实防控责任，严

格按照防控流程，有序开展隔离服
务管理。要加强医学观察和物资保
障，做好隔离人员的日常生活和饮
食的保障工作，强化隔离人员的科
学指导，既要严格管控又要温情服
务。工作人员要做好自身防护，确
保各项防控工作有序进行。

区委常委、副区长庆兆珅参加
检查。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区医院
作为我区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
目前已经暂停新冠肺炎病例收治，
3月23日零时起开始全面恢复日常
医疗服务。

记者在区医院看到，虽然目前
已经恢复正常门诊，但是为尽量避
免人员聚集、减少患者在院等候时
间，门诊继续采用全预约制度，患者
需提前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进行
预约后，才能到院就医。患者到院

后，还需经过消毒、测体温、登记等
一系列防控措施，直到工作人员为
患者贴上标签，确认各项信息正常
后，才能进入医院。

据了解，区医院作为我区新
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从本月21
日零时起暂停新冠肺炎病例收治
任务，由区卫健委组织疾控和院
感专业人员，开展终末消毒，经专
家评估后，已达到恢复日常医疗
服务标准。

区医院恢复正常门诊
市民需预约后就诊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清明祭
祀祖先是中国人的传统，今年与往
年不同，如今，正赶上新冠肺炎疫
情，为了防止人群聚集祭祀，按照
市区规定，我区天山陵园推出了网
络祭祀平台、代祭和预约分时祭扫
等文明祭祀形式，方便大众寄托哀
思，怀念亲人。

记者在天山陵园看到，工作人
员安排有序，对进入陵园的车辆进
行登记，对人员进行测温、身份认
证，进一步加强了服务引导、深化
了服务模式，确保市民在祭扫的同
时也保证自身的安全。

据了解，截至3月23日9时，天
山陵园已有4536户约1.2万人通过
网上和电话预约祭祀，3月21日、
22日两天共有1539人通过预约到
现场进行祭祀。

本周将迎来祭祀高峰，相关部

门提示市民：要遵守相关规定，通
过预约、网络平台、代祭等形式进
行祭祀；未能预约的将不能进入陵
园；在祭祀时要做好个人防护，注
意防火，确保文明安全祭祀。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龙泉
镇门头口村加强清明节期间祭扫
管理，避免人员扎堆聚集，预防交
叉感染。

记者在前往门头口村的入口
处看到，有值守人员进行安全管
控，对进入的人员进行测温、登记，
并要求参加扫墓祭祖活动人员落实
个人防护措施，务必佩戴口罩参加
祭祖扫墓活动，禁止携带火种上山。

此外，龙泉镇加大力度落实扫
墓期间森林防火措施，确保疫情防
控和森林防火两不误。人人行动
起来，倡导简约文明祭祀，做到疫
情防控与文明祭祀相结合。

防控疫情不放松 文明祭祀不聚集
相关部门提示：倡导简约文明祭祀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区消
防救援支队开展消防大检查，确保疫
情期间复工复产企业的消防安全。

区消防救援支队队员来到大
峪化工厂棚改定向安置房工地，详
细查看了施工作业区、堆物堆料区
和办公区，对用电安全、可燃杂物
清理、消防车通道、灭火器和室外

消火栓进行了详细排查。
要求各单位要落实消防安全

主体责任，严格遵守复工复产要求
和消防法律法规，完善消防安全管
理制度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加强
上岗人员消防安全培训，增加防火
巡查频次，调配足够灭火应急力
量，确保复工复产期间消防安全。

区消防部门提示：
复工复产更要重视消防安全

七旬村医勇担当七旬村医勇担当 战战““疫疫””一线守初心一线守初心
本报讯（记者 陈凯）潭柘寺镇

鲁家滩村的老村医刘文莲从医50
多年，一直以治病救人，方便群众
为己任，日复一日，从不间断，得到
了村民的一致好评。当疫情来临
时，老人再次义无反顾地站在基
层抗疫的最前线，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自己的初心，为村民的健康
保驾护航。

在鲁家滩村的医务室里，74岁
的刘文莲正在为村民测体温和血
压，并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及自
我保护指导。自从战“疫”打响后，
老人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毅
然决然地承担起医务室的各项工
作。从那以后，这个小小的医务室
便成为了村里宣传抗疫知识的重

要阵地之一。
当问起缘由时，老人告诉记者

“看到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都在抗
疫一线战斗着，作为一名乡村医
生，我也想为村里做点事，告诉村
民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只要大家都
健康，我觉得再累也值。”

由于村里的老人较多，有些人
腿脚不便，并且居住地离医务室较
远。刘文莲经常会背着医药箱，到
他们家中测量血糖、血压，叮嘱老
人们注意身体。

“平时注意一下血压，最近能
不出去就不出去，实在想出去在家
门口坐会，晒晒太阳，一定要注意
预防感冒，多吃清淡的，要是身体
不适就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刘

文莲边测血糖边跟老人进行交流。
随着各企业陆续复工复产，返

京人员也越来越多，疫情防控形势
到了更加严峻的时刻。一直心系
村民身体健康的刘文莲，又担任起
了返京人员健康信息的登记工作，
每天她都会向居家观察人员询问
身体健康状况。老人无微不至的
关怀，不仅感动了每一个返京人
员，同时也赢得了村民们的广泛
赞扬。

“像这样的医生没地方找去，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我们这些村
民就信刘医生，有个小毛病从来不
去大医院，直接来诊室。”一名正在
看病的村民告诉记者。

作为一名乡村医生，刘文莲

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和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中，
虽不是中共党员，但老人一直以党
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她心中，入
党一直都是自己最想实现的愿
望。就在前两天，老人将入党申请
书交到了村党总支部，五页的文
字，展现了老人一颗炽热的入党
之心。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一直都是
我的梦想，在这次疫情中，入党这
个想法也越来越迫切，我也希望疫
情过后我能早日加入党组织。虽
然我老了，身体不如以前，但我仍
然想为村民做点事，只要身体容
许，我就继续坚守在医务室，为大
家的健康出一份力。”

本报讯（记者 屈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
百姓生活和企业生产经营都带来了一定影响，
为了依法保障企业做好疫情防控、有序复工复
产，3月 25日，区法院开启“云”模式召开线上
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辖区企业应对疫情防
控相关法律问题的指导手册》（以下简称《指导
手册》），帮助辖区企业深入了解疫情防控工作
有关的法律知识，提高企业应对疫情的能力。

发布会上，区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闫洪
升简要介绍了该院为做好疫情期间营商环境
工作推出的三项机制：“类型化诊断+前瞻性
预判”的预警应对机制、“信息化保障+立体化
推进”的案件办理机制和“常态化交流+精准
化指导”的服务保障机制。区法院民二庭庭长
张岭、副庭长文利简要说明了该院通过调研梳
理出的企业面临的包括疫情防控、企业市场监
管、合同履行、企业相关政策、劳动用工、诉讼
程序等六部分共计46个常见法律问题及对应
的处理方式。

春 雪
本报讯（记者 姚宝

良）3 月 26 日，我区再次
迎来一场春雨，而妙峰
山、灵山、百花山等山区
则再迎瑞雪。一场春雪
装扮了秀丽的山川，桃红
柳绿，白雪皑皑，仿佛一
幅水墨丹青图，而粉红色
的桃花在白雪的映衬下
显得格外娇艳，又恰似一
幅寒梅迎春图。

该《指导手册》是区法院在集中
讨论、反复斟酌企业可能遇到的常见
问题，并收集相关部门、企业反映的
问题和出现的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以

“一问一答+法律依据”的方式编写
出的企业常见法律问题操作指引。

其中，前两部分“疫情防控”“企业
市场监管”，重点从政府可以采取的防
控措施和企业应如何配合政府工作，及
企业哄抬物价、在广告中夸大其词可能
承担的法律责任方面对企业在疫情防
控中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进行提示。

“合同履行”部分，从疫情可能对合
同履行造成的影响入手，针对不可抗力
条件的适用范围、企业可否要求减免租
金、租赁合同能否因此解除、金融借款
合同如何正确履行、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时如何处理等企业关心的问题进行了

详细说明。“企业相关”“劳动用工”部
分，针对疫情期间企业报税、缴纳保险、
远程办公等方面可以享受的优惠或便
利措施，劳动者隔离期间如何支付工
资、何种情况下感染新冠肺炎算工伤等
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事宜进行了详
细介绍。“诉讼程序”部分，则对当事人
因疫情耽误诉讼怎么处理、如何通过其
他方式参与诉讼、如何申请线上调解等
诉讼流程问题进行了详细指导。

据悉，发布会结束后，该《指导手
册》已同步发放给辖区 156 家企业，
得到了辖区企业的广泛关注和认
同。疫情防控期间，区法院服务营商
环境工作不停步，主动介入、提前研
究，及时解决群众所急所忧所思所
盼，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保障复
工复产工作，助力辖区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3月23日，又到了为
村民们采购蔬菜的日子了。凌晨4时，当很多
人还在睡梦中时，斋堂镇沿河城村党支部书记
索伟已经带领部分“两委”干部出发了。

5点钟，他们来到了矿建街蔬菜批发市场。
初春的凌晨，乍暖还寒，这个钟点的天色还是漆
黑一片。他们忙着在一家蔬菜批发点上询价、
过秤、装车。几十箱的黄瓜、西红柿、菠菜、菜花
等新鲜蔬菜把两辆箱式小货车塞得满满当当。

将近6点，他们驾车乘着微微泛白的晨光
返回了80余公里外的村庄。上午7点，满载新
鲜蔬菜的车驶进村委会。已经在此等候的村

“两委”干部、党员志愿者们立刻行动起来，参与
到蔬菜搬运和分拣中。

经过两小时的紧张工作，蔬菜已经按份全
部装袋分好，上午10点，村干部、志愿者挨家挨
户的将黄瓜、西红柿、菠菜、菜花等新鲜蔬菜发
放到了每一位村民手中，而这样的场景在沿河
城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沿河城村地处偏远山区，位于幽州大峡谷
的中心部位，与河北省幽州村相邻。自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沿河城村全体村
民就开始宅在家里，积极配合村“两委”做好防
控工作。许多村民由于多日居家，家中储备的

蔬菜等生活物品也随之告急，部分村民提出了
外出买菜的要求。为尽可能减少村民外出，巩
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经村“两委”干部
研究决定，由“两委”班子人员出资、出车、出人
购买蔬菜，为全村村民免费发放，切实解决群众
防疫期间物资短缺的问题。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沿河城村先后接收
到部分社会捐赠物资，村里均免费发放给了村
民。截至目前，共发放了口罩2次，方便面2次，
火腿肠、八宝粥、王老吉各一次。

村民师广来在收到村里发的蔬菜时感慨地
对记者说：“村里一开始管控的时候我们心里都
发毛呀！你说这要是没吃没喝的可咋办？村附
近也没有个买东西的地方，又不许出门，可愁坏
了，不过没几天，村里的干部们就把菜给送上门
了，你看，上次发的菜刚快吃完了，这又给送来了，
我们是真心实意的谢谢村干部对老百姓的关心！”

索伟介绍，疫情发生以来，村“两委”班子立
刻按照上级要求制定了防控预案，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班子成员主动担当，轮流昼夜值守，登
记、测温、车辆消毒等严格把关；利用广播、微信
群广泛宣传疫情防控、健康、防病知识；进行全
面动态大排查，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筑牢第一
道防线，保障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不受影响。此

外，村“两委”班子成员还集资1万元，作为村民
“菜篮子基金”，专门用来为村民购买蔬菜。另
外，村民们只要缺什么，我们就安排人去买什
么，切实为村民生活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