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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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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三区社区防疫出新招
电子出入证正式上线

增设人行步道
方便百姓出行 ▲ 清理后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处置后

疫情之下的热心人

私自圈占林地 联合执法取缔

琉璃渠地区防疫防汛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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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柘寺镇
排解民忧小小坡道直达人心

本报讯 (记者 谭庆雯)“赵际
杰，谢谢你们又来给我们的车辆
消毒了。”潭柘寺镇桑峪村书记王
洪涛热情地说。“您别客气，这是
我应该做的。”2020年新年伊始，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阻
挡了人们出行的脚步。潭柘寺镇
鲁家滩村的赵际杰在家中没有闲
着，一直在默默地为身边的抗疫
车辆、出租车做着消毒工作。

从2月底开始，赵际杰已经走
遍了潭柘寺镇各个村，为400多辆
车做了车内消毒工作。作为一个
土生土长的门头沟人，他的故事
还得从一期电视节目说起。

一个偶然的机会，赵际杰在看
电视时，电视里正好在播放有关
车内臭氧消毒的节目，他经营着
一家汽车服务公司，正好有臭氧
消毒的设备，他主动找到村里开
出租车的朋友，提出为他们进行
车内臭氧消毒。

臭氧消毒是利用空气做传导
媒介，比起用酒精、含氯杀毒剂等
擦拭的方法来说，臭氧消毒能够

深入到车内各个角落。疫情期间
大部分洗车行都没有开门营业，为
了能把事情做得圆满，每次给别人
做汽车消毒的时候，赵际杰总是带
着吸尘器、内饰毛巾，尽量把车内
清洁干净。对于他的这份细心付
出，桑峪村的出租车司机李春启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李春启说：“在
这疫情期间出租车接触人比较杂，

小赵过来给车消毒，我们心里挺踏
实的，也非常感谢他。”

虽然是件好事，但并不是所有
人都愿意接受。在联系村内消毒
的车辆时，也遇到了不少拒绝他
的人，有的人会说：“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算了吧。”也有人问赵际
杰，“你想要什么，图什么呀？”每
到这时他就会说：“我什么都不

图，我做这个事感觉比我做生意
挣钱的动力还大。”在面对别人质
疑的时候，赵际杰的爱人周志萍十
分支持他的做法，鼓励他说：“想做
就去做，不用管别人说什么。”

初春的北京天气还有些冷，为
了给车辆消毒，一天的时间赵际杰
都在室外，有几天降温下雪，瑟瑟
寒风把棉衣都吹透了，但是这也丝
毫没有动摇他对这份志愿服务的
热情。“因为疫情特殊，大家尽量少
接触，我都自己带水、自己带饭，不
能给人家添麻烦。”赵际杰说。

只要有人找到赵际杰，他就
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及时安排
好时间。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奔赴
一线的坚守，社会各界人们的无私
付出，让赵际杰对“正能量”这个词
多了一些认
识，也让他找
到 了“ 养 家
糊 口 ”之 外
还能做的事
情 ，那 就 是
回报家乡。

本报讯（通讯员 麻鹒信）近日，在大台街道的一处
山谷中，百十余米高的悬崖峭壁上，一种北京国宝级
的小花傲娇的绽放，她们就是槭叶铁线莲。

槭叶铁线莲与世无争，绝壁而立，好似崖上仙子
一般，在春风中翩翩起舞。她们一丛丛、一片片几乎
铺满崖壁自由快活的生长着。垂吊式的生长方式，更
好似花的瀑布肆意流淌，幽静的山谷就如世外桃源一
样，庇护着这些精灵。

据了解，槭叶铁线莲属于毛莨科，是北京市一级
保护植物，被誉为“悬崖仙子”，较多见于我区和房山
区。根据北京京西林场森林资源保护科科长曹治峰
介绍，槭叶铁线莲是北京市 8 种一级保护植物之一，
它们生于北京西部的群山里，长在近乎垂直的石灰岩
峭壁上，对生存环境要求非常苛刻，曾被认为是北京
的特有物种，在京西地区发现如此规模的槭叶铁线莲
生长地实属难得。

近年来，大台街道致力于沟域生态治理，禁止私
挖盗采，推进矿山修复，落实“河长制”，取得了很好
的成效。大台街道更是联合京西林场致力于保护改
善地区生态环境，尤其是对槭叶铁线莲的发现地进行
重点保护，共同设立两道大门，封闭进山入口，采用
24小时视频监控，不定期组织巡逻队进行巡查保护。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区卫
生健康监督所工作人员来到申请复
工的美容院进行验收检查，对符合
复工开业要求的店铺，现场发放验
收合格意见书。

疫情防控期间，复工美容院要
制定防疫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
案，从复工之日起，实施“零报告”
机制。营业期间，对店内公共区
域、设施和设备要做到每日不少于
两次消毒，同时，制定顾客预约美
容制度，对不佩戴口罩人员拒绝其
入店。公共用品要实行“一客一用

一消毒”标准，店铺外要设立一米
线等候标识，最大程度减少交叉感
染风险，确保顾客进店安全。

截至目前，我区253家美容美
发企业，已有 162家店铺完成验
收，正式营业，复工复产率为64%。

对于验收合格已开业的美容
院，执法部门要求店内严禁为顾
客做面部美容护理项目，同时，不
定期对店铺进行现场检查，在检
查过程中若发现有不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执行的门店，将给予处罚或
责令停业整顿。

本报讯（记者 耿伟）潭柘寺镇
潭柘新区在建设之初，没有无障碍
坡道的规划设计，给居住在这里的
老人和残疾人日常出行带来诸多
不便。市民通过12345热线反映
了这一问题。

潭柘寺镇党委、政府接到群众
诉求后，高度重视，针对潭柘新区
214个楼门没有无障碍坡道的情
况，先期协调各村自筹资金对其中
46个楼道门口进行改造，铺设坡
道，加装护栏，优先满足了部分特
殊人群的需求。

同时，潭柘寺镇积极与多方沟
通，充分发动社会力量，与北京首
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达成

镇企共建协议，该公司捐款375.4
万元，用于潭柘新区其余168个楼
门的无障碍坡道铺设。截至目前，
总计完成无障碍改造 149 个楼
门。随着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剩余
坡道将于近期继续进行施工。

据了解，潭柘寺镇今后将充分
发挥社区综合服务功能，加大适老
助残设施建设力度，根据“一院一
策、量体裁衣”的思路，持续完善优化
无障碍设施。与此同时，将对镇域内
公共服务场所的卫生间、坡道、车位
等设施，进行标准化、人性化、全方
位的无障碍改造，打造具有“潭柘特
色”的适老助残公共服务体系，为辖
区百姓提供更加便捷的居住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任丽媛）为了
进一步提升小区封闭管理力度，
近日，城子街道龙门三区社区利
用信息化管理手段，结合微信小程
序“红雁初心社区盾”，迅速开展社
区盾（电子出入证）登记工作。

“红雁初心社区盾”是城子街
道自主研发的社区人员活动管理
系统。居民需扫描社区提供的社
区盾二维码或搜索微信小程序
——“红雁初心社区盾”，如实填
报个人信息即可，系统后台工作
人员会逐条逐人进行严格审核，
保证填报人信息真实有效。

现阶段，社区盾登记工作是
为今后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做
准备。作为城子街道第一批人脸
识别门禁系统试点社区，龙门三
区社区迅速行动，立即安排各值
守点的工作人员在小区门口向进

出居民宣传社区盾，并指导居民
进行社区盾信息登记。考虑到老
人、孩子以及一些特殊群体不方
便使用手机的情况，社区工作人
员会辅助其拍摄头像及信息登
记 ，随 后 系 统 后 台 进 行 信 息 录
入。目前，社区盾信息登记只针
对辖区常驻居民和租户，临时人
员不办电子出入证。

通过引导居民进行社区盾信
息登记，一方面为目前的小区封
闭式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另一
方面也为社区下一步精细化管
理提供了数据基础。截至目前，
龙门三区社区已为 2700 多名居
民办理了电子出入证。下一步，
社区将安排工作人员入户走访，
积极引导居民填报社区盾，确保
做到社区盾信息登记宣传工作全
覆盖。

本报讯（通讯员 李志强）夏季即将来临，为确保辖区
居民出行安全，近日，龙泉镇琉璃渠村、居、物业组织人员
对辖区内排洪沟进行了清理，确保疫情防控、雨季防汛两
不误。

由于排洪沟处于道路旁，生活垃圾、碎石、污水淤
泥、杂草落叶在沟中积聚堵塞，既影响环境卫生，也不
利于泄洪。疫情当前，防疫卡口设立在进村路上，紧临
排洪沟，为了不影响防控工作，工作人员早上 7 时开始
工作，尽量避开居民出行高峰，在狭窄的排洪沟里，把垃
圾、碎石、树叶等清理得干干净净，做到防疫工作不误、防
汛工作到位。

清理工作结束后，工作人员对周边居民进行防疫、防
汛知识的普及，确保疫情防控、安全度汛。

市民反映，位于
中门寺南坡小区南侧
山地，有人私自开荒
种地，植被被破坏，存
在严重森林消防安全
隐患。

中门寺南坡小区
紧邻山体，私栽乱种
者多为年长老人，他
们对土地感情深厚，
闲暇时间充足，把上
山开荒当成一种休闲
方式，其他一些居民
则跟风效仿，因此造
成侵占林地现象多
发。

龙泉镇接诉后，
镇主要领导高度重
视，立即协调大峪街
道办事处、区森林公安召开专题会，对辖区
内山地耕种问题进行全面摸排，发现中门寺
南坡小区等共计近3000平方米私自开荒种
地、圈占公共绿地情况。社区工作人员、物
业一同进行入户宣传，认真细致做好居民思
想工作，限期整改。随后，该镇综治办、城管

科、林业站同大峪办事处、森林公安等单位
进行联合执法，对圈地行为予以取缔，利用
大型机械对此区域地面进行平整。

下一步，龙泉镇将对清理区域进行绿
化，并对山体周边围挡进行加固，防止私自
圈占林地现象反弹，同时加强巡查，为辖区
百姓创造良好宜居生活环境。

市民反映，龙泉镇中门寺南坡小区东侧有一处荒地，周边
居民为了节省时间经常从此处穿行，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
部门能够进行修整。

区城管委接诉后，立刻安排工作人员前往核查。市民反
映的位置位于教委小区北侧、中门寺南坡小区及大峪南路一
社区的交叉处，属于棚改征地红线与施工红线交界处，路面坑
洼、环境脏乱，由于步行到公交车站距离远，已形成自发走成
的山坡土路。区城管委经过多次现场勘查，制订施工方案，组
织人员将杂草、废弃物清理后，进行施工作业，对路面进行平
整、硬化。目前，路面硬化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安装扶
手，并对周边进行绿化工作。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一客一用一消毒

美容院验收合格陆续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