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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抗疫科技抗疫 助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复学助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复学
——记民建会员杨诚

“这个智能疫情健康管理系统来的太及
时了，大大减少了干部群众、志愿者的工作
量，系统的人脸识别、智能测温更是缩短了
群众测温等候时间，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
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接受捐赠设备的
石门营六区社区工作人员说。民建会员杨
诚研发推广的智能健康测量仪有效缓解了
值守人员的工作压力，为开展疫情防控、助
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复学和居民生活提供
了极大便利。

疫情期间，民建会员杨诚看到我区企业
复工复产遇到的种种难题，感同身受，为解决
企业复工复产所用防疫用品紧缺问题,杨诚
充分发挥自己企业科技优势，利用企业科技
手段，缓解物资紧张问题，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和企业复工复产。他带领企业团队不分昼

夜，加班加点，克服重重困难，研发出了集智
能人脸识别、热成像测温、超温报警等多功能
为一体的智能健康测量仪。

产品研发成功后，杨诚第一时间向区医
院、京煤集团总医院、区妇幼保健院、东辛房
街道石门营六区、王平镇政府、育园小学等单
位捐赠了7台智能健康测量仪，总价值达10
余万元。在受到称赞时，他说：“自己企业复
工复产的同时，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能力，支持
其他企业共渡难关，也是民建会员的初心与
使命”。

此外，杨诚还积极为我区协调、运送防疫
物资，带头参加民建区工委开展的防疫物资
捐赠，社区志愿值守等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
民建会员的初心与使命。

中共门头沟区委统战部/提供

区直机关工委全面提升机关党建工作活力
近年来，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

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紧扣机关
党建“服务中心 建设队伍”两大任
务，努力践行“走在前、作表率”的工
作要求，不断提高机关党建工作水
平。自2017年起，区直机关工委连
续三年以“打造亮点 创建品牌”活
动为抓手，在全系统广泛开展党建
品牌创建工作，收到良好效果。

区直机关工委将机关党建品牌
创建作为提升机关党建工作水平的
重要举措。要求各级党组织紧紧围
绕区委中心工作来设计，紧密结合
本部门和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拟
定品牌名称、设计创建载体、丰富创
建内容、提炼创建成果，精心培育打
造一批特色鲜明、措施过硬、成效明
显、党员群众满意的党建品牌，努力
实现“一支部一品牌”“一支部一特

色”的目标。
区直机关工委把党建品牌创建

作为机关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项目
抓实抓好。要求各级党组织严格按
照“有鲜明的品牌名称，有具体的创
建措施，有丰富的创建载体，有深刻
的理念内涵，有较强的影响力”的

“五有”标准来组织实施，扎扎实实
走好“精心设计品牌、优化做亮品
牌、叫响做强品牌”的每一步，坚决
防止虚假作秀。

同时，区直机关工委把创建党
建品牌作为日常性工作纳入长效机
制。制定了《关于在区直机关系统
开展“打造亮点 创建品牌”活动的
意见》，定期开展督促指导，认真总
结精心提炼，每年度形成一本《品牌
案例集》，深化品牌推介宣传，充分
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创建一个、

带动一片，推动创建活动常抓、常
新、长效。

机关党建品牌涉及创新学习、
强化服务、精准帮扶、规范管理、建
设队伍等党建工作的方方面面，特
别是学习论坛、微党课、特色党日等
品牌，使党建活动既有生动活泼的
形式，又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增强了
对广大党员的吸引力，对落实“三会
一课”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发挥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提高党建工作质量起到了积
极推动作用。

三年来，各单位都紧密结合自
身职责和行业实际，广泛动员，周密
部署，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凝聚
全员智慧，积极探索尝试，精心打造
具有本单位特色的党建工作品牌，
有效激发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活

力。其中“阳光人保”“民防讲武堂”
“书香发改”“先锋门检”“火红的七
月”等120余个党建品牌分别收录
进2017、2018、2019年《区直机关
系统党建工作品牌案例集》中。

机关各单位将品牌创建活动作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五进农村帮扶、
五型机关创建、支部规范化建设等
重点工作的有效载体和切入点，实
现了机关党建与中心工作的有机结
合。在“创城”攻坚、加快发展、维护
稳定、落实区委重大决策部署中充
分彰显了机关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党
员干部队伍的战斗力，使“红色门头
沟”党建品牌在机关单位的创建工
作取得实效、使“讲奉献、争第一”的
门头沟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区直机关工委/提供

战“疫”有我·统一战线的抗疫故事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东辛
房街道石门营四区为方便社区
居民更好的将垃圾进行分类，在
垃圾桶站升级改造的过程中，通
过设计、安装垃圾桶滑轮拉手，
使居民扔垃圾时不用接触垃圾
桶就能完成垃圾分类。

记者在现场看到，比起其他
社区的垃圾桶，石门营四区的垃
圾桶上方多了一个黄色的塑料
拉手，与公交车上的拉手十分相
似。垃圾桶的上方对应安装了
两个定滑轮，用一条传动绳将垃
圾桶盖和拉手连接起来，利用杠
杆原理，只要轻轻一拉，垃圾桶
盖就打开了，垃圾桶盖的开关速
度也可以自由控制。

社区居民张女士告诉记者：
“这个拉手特别方便，以前打开
垃圾桶胳膊还得往里面伸，现在
往下一拉就行，不用碰垃圾桶，
真是干净又省力。”

社区工作人员说：“这个拉手
在小区一号楼的垃圾桶站作试点，
目前居民反响比较好。下一步，社
区会将这样的拉手在全社区推
广，更好帮助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据了解，石门营四区作为我
区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一直在
积极探索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
具体措施。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与物业公司一起，带动社
区居民，群策群力，共同推进垃
圾分类工作有序进行。

石门营四区
改造垃圾桶 方便垃圾分类

打造亮点打造亮点 创建品牌创建品牌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5月10日
上午，区医院心内科护士长尚亚丽
将全科护理人员捐赠的现金和物品
交到患者家属刘玉才、唐玉红手
中。刘玉才夫妇既惊讶又感动，一
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当天，陪伴母亲住院的刘玉才、
唐玉红在区医院心内科病房收拾东
西，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母亲的病
大有好转，正准备出院。这时，护士
长尚亚丽带领着护士于美莹、于忠
蕊、王莹、裘永静等来到病房，将一
个信封递到了刘玉才的手里，说道：

“这是我们全科护理人员为你们凑
的一点钱，虽然不多，但是大家的一
点心意，我们还买了点粮油，还有一些
旧衣服，你们要是不嫌弃就收下吧。”

刘玉才、唐玉红夫妻是我区斋
堂镇沿河口村的农民，母亲韩翠雨
已经80岁高龄了，由于年事已高，
身体的部分器官已经出现衰竭。5
月4日，老人又因为心脏问题和肺部
感染住进了区医院心内科。

刘玉才兄妹五人，除他和单身
的二哥外，其他人都在门城生活居
住。照顾老人的重担就落在了他们
夫妻的肩上。据唐玉红介绍，她嫁
给刘玉才的时候，婆婆就已经有一
些老年痴呆了，随着年龄增长这几
年越来越严重，犯了病又打又骂，吃
喝拉撒都需要人照顾。刘玉才虽然
没有读过书，可他懂得百善孝为先

的道理，是村里出名的孝子。平时
有什么好吃的全家都先紧着老人，
出门就用轮椅推着，每天不错眼珠
儿地看着她，就怕老人有个闪失。

提起区医院心内科的医护人
员，刘玉才是赞不绝口。他说：“咱
区医院的大夫不但医术高，待人也
热情。我母亲不配合治疗、不吃药，
他们就像哄小孩一样连哄带劝地让
她吃药，有一次喘不上来气，憋的全
身直抽，大夫给喂了几片药，一会儿
就好了。护士长每次查房都关心地
问好点了没有？还有那些护士，好

多是年龄不大的小姑娘，我母亲有
时候吐了、拉了，人家从来不嫌弃，
帮着收拾。”

据心内科护士长尚亚丽介绍，
老人上一次住院是在去年的12月
份，心内科的医护人员已经比较熟
悉了。一家人都是老实本分的农
民，对待老人又特别的孝顺，老人住
院这些日子他们一直陪着，就连出
去吃饭都是轮着去。有一次尚亚丽
和唐玉红聊天才知道，他们家里特
别困难。两口子都是靠看山护林的
钱生活，不但要照顾多病的老人，还

要供儿子上大学，两个人一个月加
一块儿才1200多块钱。尚亚丽听
完之后心里特不是滋味儿，就跟大
伙儿介绍了一下他们家的情况。得
知情况后，大家纷纷解囊，捐现金
1800元，还购买了粮油。还有几名
护士把家里穿不着的衣服也给拿来
送给了他们。

这才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刘玉才告诉记者说：“当时我感

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眼泪都下
来了，本来素不相识，那么尽心地照
顾我母亲我就已经很感激了，除了
护士长，别人我都叫不上名字来，这
事儿让我一宿没睡着，这个恩情我
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

另据记者了解，尚亚丽是区医
院五星级护士，“门医热心人”组织
成员之一。在今年年初新冠疫情爆
发以后她便积极报名参加驰援武汉
医疗救援队，并被任命为队长。后
因没有抽调我区医护人员而未能成
行。从事护理工作24年的她具有
丰富的护理和防护经验，在疫情期
间一直在防疫一线的分诊处负责各
项事务，在防控等级降为二级之后
才回到正常工作岗位。

这样的事情，对从医多年的尚亚
丽和她的团队来说，已经不是第一
次，但对一个普通的山村农民来说却
是终生难忘的记忆，“门医热心人”的
仁心善举也温暖感动了无数人。

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为提
升防汛应急保障水平，打造过
硬的应急救援队伍，近日，区应
急局、水务局、消防救援支队、
妙峰山镇等相关部门在永定河
妙峰山段，开展防汛联合演练。

演练分为急流快速救援、
定点抛投、水泵抽排水等多个
科目。急流快速救援模拟有人
失足落水，4名消防救援队员组
成的冲锋舟救援编队立即行
动，以最快的速度组装冲锋舟，
逆流而上，迅速赶到事发水域

进行救援。随后，队员们还对
干、湿式抽水泵、救援抛投器等
设备进行实操，全面提高了队
员们对设备的熟练度，充分展
示了救援队伍的快速反应能
力。

目前，永定河生态补水工
作正在进行，补水量比去年大
幅提升。进入汛期，本报提醒：
市民不要在河道、水库下游等
危险区域停留和聚集围观，不
要在水库、河道等涉水区域游
泳戏水、垂钓，以免发生危险。

养犬年检办理时间
延期至今年底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按照
北京市公安局统一部署，2020年
度养犬年检时间由5月1日至6月
30日调整为5月1日至12月31
日。市民可在此期间为犬只办理
年检手续，此外，根据市政府疫情防
控要求需要进行居家或集中隔离
的养犬人，待隔离期满后再行办理。

记者从区公安分局大峪派出
所了解到，凡是办理过养犬登记年

检手续的养犬人，需要在集中办理
期内持有效的养犬登记证，到属地
派出所办理年检手续，新养犬的个
人和单位应携养犬人有效身份证
明及犬只和犬只正面一寸照片，到
属地公安派出所办理登记手续。
另外，养犬人应严格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合理安排时间办理年检
手续，并做好犬只的免疫、清洁等
防疫防护工作。

军庄镇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日，
军庄镇开展“爱卫有我，助力创
城”人居环境整治活动，清扫辖区
卫生、清除乱堆乱放，对空地进行
美化绿化，全面助力我区“创城”
攻坚。

记者在东杨坨村看到，工人
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戴好口
罩，动用小型挖掘机对马路一侧
的堆物堆料进行清理，并用小型
洒水车进行喷淋，对清理完的裸

露土地工人会及时进行苫盖，避
免扬尘。

据了解，从今年4月初以来，
军庄镇通过开展“爱卫有我，助力
创城”人居环境整治活动，共清理
卫生死角419处，清除堆物堆料
971处、清理垃圾60余吨。拆除
私圈菜地30余处，实施绿化美化
12000余平方米，利用边角地新
建口袋公园6处，营造了良好的
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 闫吉)近日，妙
峰山镇水峪嘴村养老服务中心
开工建设。

据了解，养老服务中心位于
村后采石场，项目总投资约1.5
亿元，项目用地约32亩，建设规
模18310平方米，共8栋单体建
筑，养老床位472张，为低层低
密度花园式养老家园建筑。

水峪嘴村党支部书记胡凤才
介绍：“养老项目是我村一带一轴
四区发展理念中的一个‘区’。这

个‘区’的建成，将意味着水峪嘴
村从旅游产业到养老产业的快速
发展。项目施工期间，村委会、村
民代表将充分监督此项工程，我
们绝对不会破坏生态，绝对不会
越过红线，努力为水峪嘴村的养
老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水峪嘴村养老服务中心建
成后，将成为具备长期照护、短
期托养、日间照料、文体娱乐等
功能的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综
合体。

水峪嘴村养老服务中心
正式开工建设

区水务局强化水域执法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本报讯（记者 马燊）近日，记
者从区水务局水政监察大队了解
到，“五一”假期至今，区水政监察
大队全员停休，沿永定河进行各
项执法，保障市民人身财产安全
和我区水域生态环境。

在执法中发现，主要的违法违
规行为是不文明游玩和野钓行
为。据统计，5月1日至5月8日，区
水政监察大队出动执法人员80人
次、执法检查25次，共处罚15起，

罚款680元。从执法结果上看，永
定河龙泉湾、京浪岛段是不文明游
玩和野钓行为发生的多发河段。

随着气温升高和疫情响应级
别逐步降低，永定河周边将成为
更多市民外出游玩的首选。下一
步，区水政监察大队将进一步强
化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和不文明行为，不断净化永定河
沿岸水域环境，保障母亲河水生
态不受侵害。

强化物业公司管理
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 陈凯）新版《北京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北京市物业管
理条例》实施后，区住建委积极行动，
要求全区各物业服务企业积极落实垃
圾分类各项措施，细化物业服务企业
工作职责，进一步提高我区整体物业
服务水平。

北京瑞龙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
我区一家物业服务企业，主要负责龙
泉镇高家园、中门寺南坡、大峪花园等
社区的物业服务工作。该企业以提高

“三率”为工作重点，结合垃圾分类工
作聘请了专业公司对社区垃圾桶进行

更换，并设置专职垃圾分类指导员。
同时，配合社区居委会积极开展入户
宣传，引导居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

据了解，目前，全区从事经营服务
的物业企业共有53家，管理的小区或
服务项目共97个。为进一步提升物业
企业服务能力，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有
效实施，区住建委研究制定了专项方
案，梳理物业管理基础数据，张贴垃圾
分类及物业管理宣传标语，同时对物
业服务项目进行抽查，规范行业服务
标准。截至目前，已张贴标语及海报
280余张，抽查物业服务项目2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