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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民生

新桥社区
加班赶制2.0版出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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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路上“柠檬黄”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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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非遗项目传承人
制作毛猴作品助力疫情防控

爱心捐赠测温仪 助力社区防疫情

北京公交启用银联卡刷卡乘车
乘客出行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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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客有序上车

本报讯（记者 屈媛）为了更好
地做好辖区疫情防控工作，区文联

联系文联文艺家学会会员、中创华
拓公司董事长杨诚，为东辛房街道

石门营六区社区捐赠了红外人体测
温仪。

记者看到，红外人体测温仪摆
放在检查点的登记处，居民通过只
需对准镜头2秒，就可以完成体温
检测，一旦体温异常，系统就会自动
警报，真正做到了无需停留“即测即
走”。

随着企业陆续复产复工，全区
社区卡口人流量增加，测温仪能为
社区工作人员提高工作效率，进一
步防护社区安全。石门营六区社区
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满脸喜悦
地说：“红外人体测温仪的使用极大
地缓解了我们手动测体温的压力，
并有效避免人员聚集产生的风险，
出入居民可以无接触通过。并且仪
器测量的温度误差可以降低到0.1
摄氏度，做到了安全、高效。”

据悉，该设备除了具有智能测

温外，还具有人脸识别、口罩监测等
功能，对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数
据支撑，帮助社区进行科学管控。

石门营六区党委书记侯连环介
绍说：“这次捐助的仪器真是解决了
我们的燃眉之急，我们将会充分利
用设备，为广大居民朋友们营造安
全、稳定、健康的生活环境。”

与此同时，石门营六区社区将
对辖区内居住的居民进行信息录
入，通过系统来区分是否是本社区
人员，随着防疫管理系统的完善，对
社区今后也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撑。

据了解，爱心企业还为区医院、
区中医院和育园小学等单位捐赠了
测温仪，总价值近10万元。

杨诚说：“这个测温仪还是一套
健康管理系统，在帮助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数据也可以作为一个有
效支撑，提供给相关部门。”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为保障疫情防控期
间村民能吃上新鲜蔬菜，妙峰山镇斜河涧村为村
民设立“室外菜篮子”。

在斜河涧村村口旁的空地上，记者看到，各类
蔬菜、肉类、水果被分装在袋子里摆放在地上，供
村民挑选、购买。村民们戴着口罩，依次挑选好菜
品，装袋、付钱再离开，现场井然有序。

“这里蔬菜、肉、水果全都有，菜品品种又多又
新鲜，疫情期间我们在村里就能买到新鲜的蔬菜，
特别方便。而且室外还能避免人员聚集。”村民
说。

据了解，为了更好的进行疫情防控工作，村干
部和村里的商户协商，让店主每天去菜市场采买
新鲜菜品，然后将菜品从店内搬到室外进行售卖。

斜河涧村村委会主任于志华说：“我们设立
‘室外菜篮子’丰富了村民的菜篮子，保障大家的
日常吃喝，同时也解决了周边村民的购物困难。”

本报讯（记者 耿伟）近日，区
级毛猴非遗项目的传承人王魏创
作了毛猴作品，助力疫情防控。

口罩、测温枪、出入证、登记
表、宣传海报，还有身穿绿色马甲
的“门头沟热心人”。一个小小毛
猴作品，惟妙惟肖的展现了疫情防
控中的代表性场景。

王魏每天进出小区，看到广大
值守人员不惧风雨，坚守在防控一
线，为守护居民平安健康而默默付
出，觉得他们十分不易。于是王魏
有感而发，通过毛猴这项技艺，向

值守人员们致敬。王魏介绍，毛猴
最讲究也是最难的地方在于道具，
只有将道具做的原汁原味，才能突
出毛猴作品中的生活气息。从口
罩到测温枪，从宣传标语到绿色马
甲，就连“门头沟热心人”的标志，
王魏都尽可能做到丝毫不差。只
要是疫情防控的要素，在他的作品
里都能体现。

毛猴是老北京的传统手工艺
品，展现的都是真实的生活场景。
王魏用眼观察、用心感受、用手制
作，每个作品都极富生活气息。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北
京公交启用银联卡刷卡乘车，乘客
乘坐公交车又多了一种支付方式。

乘客可持带有银联或闪付标
识芯片的银行卡支付车费，服务的
开通为乘客出行提供了极大便
捷。一位乘客说：“这个支付方式
对我们乘车真的帮助很大，不用下
载APP，坐车拿出银行卡直接刷，
特别方便，特别好。”

客四分公司第 11 车队工作
人员介绍，刷银联卡乘车，将按实

际里程无折扣票价扣费，即与现
金购票费用一致。乘客在使用银
联卡乘车前需将银行卡提前开通
小额免密支付功能。此外，如果
在北京公交 APP 绑定云闪付或
银联卡后刷码乘车会有五折票价
优惠。”

目前，公交集团客四分公司的
370路、336路和383路等10条公
交线路已全部更换刷码刷卡一体
机，乘客可持银联卡刷卡乘车，乘
车流程与“一卡通”一致。

本报讯（通讯员 刘焕敏）为了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区公共
文明引导员积极参加到群防群控
当中，主动参加社区志愿者24 小
时值守活动。

区公共文明引导员对进出小
区人员进行登记、询问、核对出入
证、测体温，积极协助社区喷洒消
毒液，铲冰扫雪、给返京隔离人员
家送快递、送菜到家门口，并做好
疫情防控宣传工作。据统计，从1

月24日起，我区共有30余名公共
文明引导员参与到社区志愿者值
守活动，共计值守70余天，累计
8000多小时。

此外，区公共文明引导员积极
响应区委、区政府号召，纷纷捐款献
爱心，为早日打赢抗击疫情阻击战
贡献力量。据不完全统计，我区共
有40余名引导员向所在党支部、村
居、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志愿服
务团体等部门捐款捐物2780元。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明）3月
19日，大峪街道新桥社区加班赶
制，在原有出入证的基础上，对1.0
版出入证升级换代，为居民更换了
2.0版出入证。

2.0版出入证采用PVC材质，
分为两种颜色，其中社区业主出入
证为蓝色、租房户出入证为黄色，
每张出入证正面包含持有人姓名、
住址及照片，背面标注社区名称、
居委会电话等信息。

据了解，疫情防控前期，为便
于对出入人员进行登记、管控，新

桥社区工作人员手工制作了居民
出入证。由于时间紧迫，1.0版出
入证制作简单，统一为粉色，仅能
判别是否为社区居民。

随着疫情形势的发展，为加强
辖区人员管控，同时探索更加科
学、人性化的社区防控方式，尽量
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新桥社区
工作人员表示：“分色不分爱，测温
不减温。我们升级换代出入证是
为了更好地对居民安全负责，只有
居民们都安全了，我们的努力和辛
苦才不算白费。”

家住大峪街道剧场东街7号楼
2单元居民反映，地下室主管道老化
严重，经常破裂，该单元居民多年来
生活深受困扰。

接到12345工单后，大峪街道
城管办和社区工作人员快速进行现
场勘查，发现该单元污水管道老化

严重，地下主污水管道出现破损，地
下室楼道内粪便外溢，臭味熏天，严
重影响地下室居住的居民正常生
活，同时给疫情防控带来严重影响。

由于该楼产权复杂，部分产权
单位也已经灭失或重组，大峪街道
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亲自批示。该

街道城管办立刻协调施工单位进行
现场勘查，确定施工方案，组织施工
抢修队；社区书记亲自上门做好解
释说明，提示居民提前储备好日常
用水，同时在居委会提供临时供水。

经过近两天的抢修，将该单元
地下室近20米主管道全部进行更
换，彻底消除了管道老化问题，解决
了该单元19户居民多年困扰，保证
了百姓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市民
对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近日，斋堂镇煤窝地区部分村民
反映，由于斋堂镇军红路军响桥头设
立疫情防控点，导致原斋堂至煤窝的
M14公交车一直没有运营，目前已
经停运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导致
村民出行不便，来电希望恢复M14
公交车运营问题。

根据“外防输入，内防扩散”防疫
工作指示精神和工作要求，全面落实
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自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以来，斋堂镇在军红路军响桥设

立煤窝四村（杨家村、张家村、吕家
村、杨家峪村）联合防疫点，原斋堂至
煤窝的公交车停止运行。

斋堂镇接诉后，立刻“吹哨”区交
通局、斋堂客运站等部门共同研究解
决方案。考虑到村民出行及清明祭
扫，自3月12日早班M14路公交车
恢复运行，首末车时间及班次不变，
本地村民在防疫点进行测温、登记后
可乘坐公交车进出。反映人对办理
结果表示满意。

区法院视频直播“线上发款”暖人暖心
本报讯（记者 屈媛）疫情期

间，法院执行工作如何开展？当
事人合法权益如何有效兑现……
为积极回应社会关注，主动接受
代表监督，近日，一场“云发款”直
播解答了这些问题。

上午10点，在区法院执行局，
一起劳动争议执行案件正在通过
线上视频方式清晰的展现在观众面
前。视频另一端，区人大代表马兰、
刘梦瑜及社区群众见证了全过程。

“请您再次核对银行账户信息
确保准确无误”。李波法官说。几
秒钟后，屏幕那头传来了申请执行
人李某肯定的回答。就在几天前，
李某心急如焚。

2019年4月，申请执行人李某
入职北京某科技公司担任安装工，
双方并无签订劳动合同，后该科技
公司拖延李某工资12000元，李某
在多次索要不得情况下申请仲裁，
后仲裁裁决该科技公司支付李某

拖欠工资。
案件进入到执行阶段后，李

波法官执行团队多次电话沟通被
执行人，督促其主动履责。但被
执行人含糊其词，并无主动配合
法院工作的意愿。法官对其多次
释明法律责任无果后，启动强制
执行措施，冻结、扣划其相关银行
账户等财产，将案款扣划至法院
账户。

通过线上庭审系统的对话，
不过几分钟，当事人确认所有信
息无误并提交了确定按钮。“谢谢
法官，谢谢法院……”伴随着李某
在画面里的笑容，这笔迟到的工
资也将在几个工作日后到达他的
账户。

李波法官说：“疫情期间，很
多人的收入来源都受到影响，特
别是当有可争取到的权益时，将
显得格外重要。即使在疫情期
间，春天还是会如期而至，就像顺

利解决的一起执行案件，有一份
温暖也并不会迟到。”

据了解，疫情期间，区法院执
行局通过运用一系列信息化建设

成果，积极稳妥推进各项工作，新
收案件340件，结案368件，通过线
上谈话、视频接待当事人1602人
次，线上发款3158.1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