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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 争第一

本报讯（记者 杨铮）在我们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户外劳动
者，城市建设的每个环节，都离
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为了能
让他们在工作中‘歇歇脚、喝口
水’，建行门头沟支行打造“劳动
者港湾”，把城市劳动者们“请
进”银行业务大厅，用实际行动
为他们撑起一片爱心空间。

在银行业务大厅内，标有
“劳动者港湾”的服务角格外醒
目，这里不仅可以为环卫工人、
出租车司机、交通警察和快递员
等户外工作者们提供临时休息
和免费饮水服务，还配有手机充
电、饭菜加热和雨伞借用等不少
于33种的各类便民服务项目。

“以前在外面干活儿累了，
没地方休息，只能凑合。后来我
发现咱们建行大厅里有个‘劳动
者港湾’，工作人员特别热情，冬
天还有热水喝，真是挺好挺方便
的。”环卫工人说道。

疫情期间，银行网点严格落

实各项防疫措施，并加大公共区
域和24小时自助服务区消毒频
次，为客户提供清洁卫生、安全
放心的服务环境。

建行北京门头沟支行营业
部总经理李桂红介绍：“疫情发
生以来，我们‘劳动者港湾’也及
时增加了免洗手消毒液用于劳
动者们的消毒防护，同时支行充
分利用这个平台，积极向广大劳
动者们普及防疫知识。”

据了解，目前，我区共有6家建
行营业网点设有‘劳动者港湾’。
同时，银行还上线‘劳动者港湾’
手机客户端，为社会公众提供线
上查询服务。

建行北京门头沟支行党委
副书记张彤介绍：“劳动者是社
会财富的创造者，为劳动者提供
更好、更贴心的服务是我们的光
荣和使命。今后，建设银行将根
据劳动者们的实际需求，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增添更多服务内容，还
将在网点内开展差异性服务。”

建行门头沟支行
打造劳动者港湾 建爱心空间

本报讯（记者 屈媛 马燊）为进
一步规范防疫期间社区出入证，大
峪街道要求辖区33个社区，快速更
新出入证，增加个人照片，以避免

“一证多用”的现象发生。近日，大
峪街道徳露苑社区开始实行电子出
入证进出，有效杜绝了“一证多用”
的现象，确保了社区居民安全。

记者在徳露苑社区门口看到，
社区居民正在拿手机扫电子出入证
的二维码，通过填写自己的身份信
息、详细住址和上传照片完成电子
出入证的注册。在社区大门口，已
注册的居民，都自觉拿出手机给值
守的工作人员出示电子出入证，并
有序进行体温监测，避免了人员在
进出口聚集的情况，让小区的门口
变得井然有序。

“这个电子出入证，非常方便，
出门带一个手机就够了，也避免了
纸质出入证忘带和易丢的问题，这
上面还有照片和联系方式，完全杜
绝了别人拿着出入证进出小区的情
况，让我们的社区更安全了。”社区
居民说。

与此同时，为了让电子出入证
更快速、方便的出示给工作人员，社
区书记还想出新办法，让社区居民
把电子出入证做成手机屏保，进出
只要拿出手机，第一时间就能让工
作人员看到，大大减少了停留时间，
方便了居民进出。截至日前，全社
区已有3000人完成电子出入证的
绑定，并开始使用。

徳露苑社区党委书记孙云鹏介
绍说：“这个扫码办理电子出入证，
不用出门，自己在家扫码就能办理，
同时还能对社区所有的居民进行再
次的排查，这样也能确保进出小区

的居民‘人证一致’，简单快捷、利
于验证、安全可靠。下一步，我们将
根据疫情期间统计的人员台账进行
社区各类人员档案更新和重建，为
未来的社区工作留下有用的资料。”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断成
熟，越来越多的科技元素融入到了
防疫工作中。近日，城子街道在部
分社区试点实施“社区盾”电子出入
证，进一步织密社区防控网络，打造
更加严谨、科学的防疫线。

记者来到城子大街社区，工作

人员正向居民推广“社区盾”电子出
入证，居民通过扫码填写相关信息
后，就可以在手机中生成一张“通行
证”，用于出入社区。

社区工作人员说：“使用‘社区
盾’特别方便，居民只要扫码，然后
填上自己的信息，我们后台就能够
接收到数据，注册一次后，居民以后
进出社区只要扫码就可以了。”

社区居民也对“社区盾”表示认
可，都说有了这个就不用老想着带
出入证了，还方便快捷。目前，城子

大街社区已有300多户居民使用了
“社区盾”，其他居民也正在逐步推
广当中。

据了解，目前，“社区盾”电子出
入证已经在城子大街社区和矿桥东
街社区进行推广，数据收集完成后，
城子街道将逐步推进“社区盾”覆盖
到全辖区。“‘社区盾’的功能不仅仅
是出入证，以后它还将成为社区管
理的一个平台，为社区管理提供更
加详细的数据支持。”城子街道“社
区盾”项目负责人说。

我区基层疫情防控出新招我区基层疫情防控出新招
手机扫码进社区手机扫码进社区

绿色传信心 抗“疫”心连心

本报讯（记者 屈媛）为进一
步推进我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工作的开展，区园林绿化局在东
辛房街道石门营七区社区举办

“绿色传信心、抗‘疫’心连心”
活动，为社区及居家观察人员
送花、送花种子，并采取“云授
课”的方式，丰富居家观察人员
的生活。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社区
捐赠了花种，并利用社区微信群
的方式，在线上向居民授课。

园林绿化局绿化科科长余
宾介绍说：“此次活动的开展，主
要是在疫情期间，为居家观察人
员送花、送花种子，并建立微信
群，把相关的园艺知识发到群
里，采取“云授课”的方式，丰富
隔离人员的生活，同时，将绿色
园艺的生活方式传递给市民，让
居民了解身边植物，树立“植绿、
爱绿、护绿”的生态理念，进一步
推进我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
作的开展。”

随后，社区还进行了爱心传
递，通过志愿服务的形式，将党

员和居民捐赠的带有祝福话语的
绿植送到居家观察人员的家中。

东辛房街道纪工委书记赵
雪峰说：“通过这次活动，传递战
疫必胜的信心，同时，为居家观
察的人员送去爱心，大家齐心协
力，一定打赢这场阻击战。”

据了解，下一步，区园林绿
化局还将继续探索采取“线上交
流”的方式，大力宣传创建实施
路径、总体目标及森林城市建设
的目的和意义，使辖区居民进一
步认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重
要性，营造“人人参与、共建共
享”的“创森”社会氛围。利用清
明节返区人员增多的契机，通过
北京联通、北京移动的平台，给
我区市民编写发送涉及“创森”
内容的短信，提高市民对“创森”
工作的知晓率、支持率。充分利
用“微信公众号”平台，开展义务
植树宣传日活动，组织推送野生
动物保护、护林防火等与“创森”
内容相关的宣传材料，进一步提
高市民对“创森”工作的知晓率、
支持率。

疫情当前疫情当前 责任在肩责任在肩
——奋战在战“疫”一线的民主党派成员李鹏飞

“正月初六是爸爸的生日，
我们精心准备好了蛋糕和长寿
面，但爸爸因为要去区里开会
汇报防疫工作没能回家过生日
……看到爸爸在医院给我们报
平安的信息，泪水又一次模糊
了我的双眼，不知道爸爸什么
时候才能回家……面对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爸爸逆行而上，
义无反顾地冲上前线与新冠病
毒作斗争。他是最美的逆行
者！我真为爸爸感到骄傲！”这
是一位小学六年级女孩的日
记，日记中的“爸爸”就是九三
学社社员、门头沟区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李鹏飞。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李
鹏飞不惧风险，逆行而上，率
先报名驰援武汉。虽未能成
行，但他勇担重任，成为我区
及区医院新冠病毒肺炎专家
组成员，连续多日坚守在我
区抗击疫情防控的最前线。
他一边负责24小时发热门
诊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排查，

一边在隔离病房积极救治住
院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同
时，他主动对接中医科专家
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开展
诊疗，做到“中西并重，各显
神通”。在奋战九天九夜后，
我区收治的首例新冠病毒感
染的肺炎确诊患者成功治愈
出院。据了解，2003年“非
典”肆虐京城时，刚刚参加工作
不到一年的李鹏飞就主动请缨，
在“非典”一线奋战40余天。

因疫情期间各项工作表
现突出，2月26日，李鹏飞成
为北京市首批火线发展的37
名中共党员之一。面对党
旗，他作出庄严承诺：“我将
不畏艰难、不惧生死，坚决扛
起‘京西白衣铁军’的责任担
当，做好人民群众健康的坚
强后盾，不辜负‘火线入党’
这四个字，继续在疫情防控
一线做表率，用满腔热血和
医者仁心书写共产党员的初
心和使命。”
中共门头沟区委统战部/提供

致全区广大摩托车
驾驶人的一封信

广大摩托车驾驶人：
你们好!
随着我区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环境的不断改善，摩托
车（含普通二轮、三轮摩托
车，电动三轮车和电动轻便
摩托车，以下简称摩托车）已
成为全区市民出行和旅游的
重要交通工具。但摩托车驾
驶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已成
为严重威胁摩托车驾驶人和
他人生命安全的突出问题，
群众反映强烈。特别是疫情
发生以来，我区道路上摩托
车明显增多，导致摩托车的
伤亡交通事故不断频发。为
有效遏制摩托车交通事故，
回应广大群众的关切，区公
安分局交通支队将联合分局
相关部门、派出所，从即日起
在全区开展大规模的摩托车
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望
广大驾驶员积极配合支持此
项行动。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的重
点：摩托车无号牌、无证驾
驶、准驾不符等交通违法行
为；摩托车追逐竞驶、非法拼
改装、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
行为；摩托车在道路上违法

不戴头盔、载人载物、闯灯越
线等交通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条款
规定，对有上述违法行为的，
公安机关坚决做到“四个一
律”，即：对未悬挂号牌、未携
带驾驶证上道路行驶的一律
扣留车辆；对扣留车辆未接
受处理、不能提供合法来源
证明的一律不予发还。对醉
驾、追逐竞驶、无证驾驶、准
驾不符、使用伪造变造号牌、
证件的一律拘留；对存在遮
挡号牌、不按规定安装号牌、
闯灯越线、不戴头盔、违法载
人载物等其他违法行为的一
律高限处罚。

行车守法法有情，平安
回家家温馨!——广大的摩托
车驾驶人朋友们，您的平安幸
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让我
们共同筑起预防道路交通事
故的第一道防线，在出行的路
上多一份谨慎、多一份责任，
共同打造一个安全、畅通、有
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门头沟公安分局交通支队
2020年3月战“疫”有我·统一战线的抗疫故事

无私奉献 辛勤付出 严谨务实

本报讯（记者 陈凯）疫情当前，
许多社区工作者奋战在基层抗疫一
线，他们值守站岗，入户排查，还有
的担任起了临时快递员，无微不至
的服务，感动了许多人。

这几天，在东辛房街道，许多社
区的居家观察人员在解除医学观察
后，都纷纷加入到社区防控疫情的
队伍中。

石门营四区解除居家观察的尤
能，是来自河北邯郸的一名摄影师，
2月16日返京后一直在居家观察，
14天居家观察期内，他感受到了社
区干部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和细致
周到的服务，深受感动。

3 月 2 日解除居家观察后，他
第一时间主动向社区申请，加入社
区防控疫情队伍，从3月 2日到今

天，他每天都给仍在居家观察的居
民送快递、收垃圾，冲在社区防疫
一线。

石门营六区解除居家观察的居
民吴涛，在2月14日返京后在家居
家观察，在此期间，石门营六区社区
干部，帮助他倒垃圾、给不会做饭的
他每天送“外卖”，还在微信群里陪
他聊，社区干部所做的点点滴滴，深
深感动了他。

2月28日，吴涛解除了居家观
察，第一时间就到社区报名参加疫
情防控工作，他说：“我服从社区工
作安排，让干啥就干啥，日常工作帮
不上忙，就帮忙给居家观察的人
送东西，这也是贡献自己微薄之
力吧！”

如果说医护人员是冲在救治

前线的战士，基层的社区工作者就
是后方防疫一线的坚实依靠，居家
观察，隔断的是疫情，隔不断社区
的真情服务，有了这些社区工作者
的无私奉献，辛勤付出，相信我们
最终一定能战胜疫情，迎接美好的
明天！

又讯（记者 耿伟 刘鹏）大峪街
道不少居家隔离期满的人员，在确
保自身健康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到
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在他们居家
隔离期间，社区干部们的暖心服务
让他们感动，现在他们要将这份爱
心传递下去。

住在大峪街道龙山家园五区的
在校大学生冉涛，是一名结束居家
隔离的返京人员。下午2点半，冉涛
穿上了志愿者绿马甲，投入到了社

区志愿者工作当中，为进出小区居
民们测量体温、做人员登记，核对小
区出入证。

冉涛居家隔离期间，志愿者们
帮助他和家人度过了为期14天的隔
离生活，让冉涛很受感动和鼓舞。
隔离期结束后，冉涛也报名加入了
社区“爱心传递志愿者”。

“在隔离期满之后，我加入了这
个社区志愿者的微信群，能在我力
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为我们的社区
多做一点贡献，希望这次疫情能早
日过去，大家也能早日恢复到正常
的生活。”冉涛说道。

截至目前，大峪街道各社区爱
心接力小分队成员共计65人，参与
社区防控工作超200人次，为疫情防
控做出了积极贡献。

社区防控志愿者爱心接力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