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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

区领导带队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我区各镇街积极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我区组建院感防控专项监督组
守卫防疫主阵地

健全防控体系 确保百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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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奉献 争第一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 张
欣皓 屈媛 何依锋 张欣皓 耿伟
杨铮 刘鹏）连日来，区领导带队相
继检查了我区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以及商务楼宇、单位食堂、餐饮企
业、便民超市、菜市场等地的疫情
防控工作。

6月18日，区委副书记、区长
付兆庚带队，到京浪岛文化体育公
园核酸检测采样点，检查我区核酸
检测采样工作的开展情况。

付兆庚实地查看了核酸检测
采样的工作流程和功能分区，并向
相关负责人详细询问核酸检测工
作的具体进展、人员组织和服务保
障等情况。

付兆庚要求，区各相关部门和
属地要高度重视核酸检测工作，进
一步优化现场采样流程，提高工作
效率，严格按照防疫要求落实好各
项防护措施，确保核酸检测工作安
全、有序、高效开展。

同日，付兆庚带队以“四不两
直”的方式到永定镇维科宾馆和利
德衡大厦，实地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落实情况。

付兆庚查看了各楼宇的办公
环境和疫情防控措施，向物业负责
人了解入驻企业的员工排查情况，
并对楼内餐厅、食堂的经营状况、
卫生环境和垃圾分类工作进行了
检查。

付兆庚指出，各楼宇、部门、企
业要进一步规范管控流程，严格落
实各级责任，做好员工的信息登记
排查和健康监测工作。

6月19日，付兆庚先后到永定
镇冯村新园、小园地区核酸检测采
样点，详细了解检测点工作流程、
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

他指出，永定镇要高度重视

核酸检测采样工作，落实主体责
任，摸清底数。现场工作人员要
严格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规范指引
要求，落实好“一米线”、消毒消杀
等措施，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引
导市民分批次、分时段有序检
测，防止人员扎堆聚集，避免交
叉感染。

随后，付兆庚到永定镇永升
嘉园小区、京西嘉苑社区检查疫
情防控工作。实地查看了社区值
守、测温登记等疫情防控情况后，
他强调，社区是防疫一线，要继续
做好出入小区人员查证、测温和
公共区域消毒等防控措施，严格
按照中风险地区防疫要求，强化
属地责任，落实网格化管理，健全
社区防控体系，加强对社区居民
的健康筛查，确保社区百姓健康。

6月19日，付兆庚一行先后到
京煤集团总医院对医院疫情防控
措施和核酸检测情况进行检查。

付兆庚实地查看了医院院感
防控、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相关工
作落实情况，并详细询问了医护人
员工作时间安排情况。

付兆庚强调，医院要高度重视
院感管理及核酸检测安全工作，抓
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保证
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医务人员一
定要做好自身防护，安排好工作时
间，确保自身安全。要严格按照

“三防、四早、九严”要求，坚决遏制
疫情扩散蔓延，守护好人民群众的
生命健康。

随后，付兆庚来到永定镇京西
嘉苑社区旁的便民超市和物美新隆
店，检查疫情防控和市场供应情况。

6月19日下午，付兆庚以“四
不两直”的方式先后到德山大厦和
阳光大厦的员工食堂以及梧桐苑、

梨园周边地区的小餐饮企业检查
疫情防控工作。

付兆庚详细查看了楼宇食堂
和小餐饮企业的环境消杀、卫生保
持、垃圾分类等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的落实情况。付兆庚要求，各执法
单位要加大对单位食堂和餐饮企
业的检查力度，对存在消杀不及
时、环境脏乱差、垃圾分类不到位、
消防器材过期使用等问题的商户
要立即督促整改，确保不发生疫情
传播。

6月20日上午，付兆庚以“四
不两直”的方式先后到大峪街道徳
露苑，永定镇丽景长安、上悦居小
区和兴顺菜市场检查疫情防控工
作和市场供应情况。

付兆庚详细了解社区卡口进
出登记、测温查证，菜市场蔬菜、水
果、肉类售卖价格、进货渠道、环境
消杀等情况。

6月22日下午，付兆庚以“四
不两直”的方式到永定镇迎晖北
苑社区检查疫情防控和垃圾分类
工作。

在社区大门口，付兆庚向值
守人员询问了社区各项防控措施
执行情况，要求社区、物业工作人
员和下沉干部都要掌握居家隔离
人员基本情况，严格落实“人防+
技防”措施，做到死盯死守、管控到
位，决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思想，
确保居家隔离人员“足不出户”。
同时，要加强垃圾分类工作宣传力
度，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凝聚
多方力量共同开展好垃圾分类工
作，维护好社区环境。

6月19日下午，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陈国才、副区长张翠萍一行到
军庄镇观摩指导突发疫情快速响
应桌面推演，并先后到核酸检测选

址点位、军庄村铁道口及垃圾分类
暂存点等地，实地检查疫情防控、

“创城”、防汛、垃圾分类、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等相关工作。

陈国才要求军庄镇要认真研
究区级疫情防控方案，在镇级应急
预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镇
机关和村级应急预案，绘制突发疫
情应急处置流程图，明确各环节的
职责分工和责任人，确保及时有效
应对突发情况。要按照我区“九个
立即”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严格
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有序做好地区
相关人员的核酸检测工作，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齐心协力保一
方平安。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要抓
好“创城”、防汛、垃圾分类等方面
的工作，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针对地区实际情况，扎实推进各项
工作稳步开展，确保地区安全稳
定。

6月19日，区委常委、副区长
庆兆珅到王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在详细查看了医疗机构各项
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后，庆兆珅指
出，要进一步夯实责任，严格做好
就诊人员体温检测、健康信息登记
等疫情防护工作，确保百姓安全就
医。要认清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
形势，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用最
高的标准，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
患，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医务人员在做好
自身防护的同时，也要做好职工的
体温检测、信息登记工作，严格筛
查、严密管控。要开展全面深入的
自查，消除所有可能存在的工作漏
洞和隐患风险，确保疫情防控工作
全覆盖、无死角。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 张
修钰张欣皓谢琪锦通讯员吴永相）
连日来，我区各镇街积极开展核酸
检测工作。

永定镇严格落实市区最新防
控要求，以争分夺秒与病毒赛跑的
紧迫感和责任感，开启极速模式，
坚决完成好镇域范围内常住人员
核酸检测工作。

一是定名单。各村居成立“红
色网格”力量，全面梳理汇总常住
人口基础信息，“一居（村）一册”建
立户籍村居民和出租常住人口信
息台账，并将辖区商务楼宇、三无
小区、部队家属院、公安派出所等
常住人员纳入范围，共核查统计常
住人口10.5万人。

二是定点位。坚持统筹资源，
因地制宜，按照“空旷、露天、通风”
的要求，科学选取26个检测点位。
按照相关标准划分采样区域，每个
采样点安装遮阳棚、划定“一米
线”、放置足量医疗用品废弃箱，安
装高清摄像头和出入口提示牌，做
好核酸采样点环境布置。

三是定时序。以“成熟一个、
检测一个”为原则，确定51个村居
和社会生产经营单位的检测时
序。同时，各村居以单元楼门为单
位，确定好本村居常住人口每栋
单元的先后顺序，并提前指导村
居民填好登记表，做好收集医保
卡等前期准备工作，提高现场检测
工作效率。

四是定限流。按照核酸检测
采样点场内人员总量不超过50人
的工作要求，采取警戒线、交通锥
等硬隔离方式，保证检测人员在

指定区域侯检，工作人员一律佩
戴工作证，非辖区常住人员不得
入内。由各村居党员、志愿者和
工作人员负责维护本村居检测人
员秩序，引导检测人员有序进场，
防止人员聚集。

五是定保障。为核酸检测点
位第三方机构提供食宿安排，做好
现场防暑降温和点位定时消毒等
工作，安排保洁等专人维护检测点
及周边环境卫生，按照卫生部门相
关要求做好医疗垃圾处理。

六是定责任。成立核酸检测
组，分为村居组和复工复产组，每
组由三名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并发
挥派出所、包村居科室以及村居作
用，各司其职，共同配合，形成核酸
检测宣传动员、秩序维护以及后勤
保障的强大合力。

七是“应检尽检”到位。按照
“边检测、边统计、边补漏”的模式
快速推进核酸检测工作，确保不漏
一户一人。截至6月22日中午12
时，镇域范围内常住人口共有
38826人完成核酸检测工作。其
中，社会经营单位和镇机关工作人
员 1750 人；43 个村居常住人口
37076人，有25个村居核酸检测完
成率在90%以上。

6月21日，军庄镇对镇域内的
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公共领域服务
人员等共1210名“三类人员”进行
核酸检测样本采集工作。

记者从现场看到，5名指导员
分别引导入场人员分组，间隔一米
排队，随后进行测温、登记、取管、
采样，现场井然有序。此次检测设
置11个采样工作小组，提前统计人

员、分时错峰、分号排队进行采集。
据了解，军庄镇提前拟定方

案，按照采样点设置要求，确定西
杨坨村便民菜站为集中采样场
地，并规划2个集中采样点，设置
唯一出入口登记点。同时，设立
医疗点，准备防暑药物，以防人员
中暑及其他特殊情况。辖区卫生
院、公安派出所、保安人员等100
余人通力合作，做好各项后勤保
障工作。

龙泉镇日前积极开展重点人
员核酸检测工作。该镇党委、政府
共出动机关干部、保安力量158人
次，参与京浪岛核酸检测点签到、
扫码、试剂瓶发放、秩序维护、后勤
保障等工作。仅6月19日、20日就
检测5814人，做到村、居重点人群

“应检尽检”全覆盖。
迅速动员，快速开检。京浪岛

核酸采集工作覆盖人员主要为镇
机关职工、村居一线人员、物业公
司、保安人员和石龙、发改委、消
防中队、市场监管局等区属机关
单位、镇属其他公共服务企业等
工作人员。

深入一线，靠前指挥。该镇负
责人带队指挥部署现场采集点工
作，保证现场采集工作顺利开展。
班子成员全员到岗，部署人员、调
配物资、维持现场秩序。

合理安排，有序组织。京浪岛
设立单独出入口，在入口处设立
核酸检测流程说明指示牌，为避
免排队时人员集聚，在核酸检测
排队处张贴横幅、利用音箱循环
播放温馨提示，确保核酸检测现
场秩序井然。

同心同力，众志成城。连日的
高温，没有让京浪岛核酸采样点的
医护工作者退缩，透过防护服，能
看到他们因高温而涨红的脸颊；脱
掉防护服，能看到湿漉的头发和鼻
梁深深的压痕。龙泉镇为医护人
员提供了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冰镇
的饮料。

现场消杀，保障安全。蓝天救
援队工作人员每日定时对京浪岛
核酸检测点全域开展病毒消杀，切
实做好场地消毒工作。

6月21日，东辛房街道对辖区
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社区志愿
者和“五小”商户免费进行核酸检
测，筑牢街道安全防线。

早上8时，志愿者们分别按照
时间安排表分批、错峰来到核酸检
测点，需经过测温并出示健康码，
体温正常且状态为“未见异常”者
才可进入。

在候检区，大家相互间隔一
米，有序排队进行身份登记。在采
样点，需摘下口罩进行咽拭子采
样，只需10至15秒的时间就可采
样完成。为避免人员交叉感染，医
护人员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对
采样用具、椅子进行一用一消毒。

社区志愿者说：“这个检测让
我们从心里头感受到了街道对我
们的关心和爱护。我们每天在门
口值守，接触的人也比较多，检测
了以后，我们心里也踏实，也给咱
们小区的居民创造一个更安全的
环境。”

据了解，这次检测东辛房街道
分别在新区、老区设立了两处检测
地点，约有1500人进行检测。

严格落实最新防控要求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近日，区
纪委监委迅速行动，组建院感防控
专项监督检查组，对我区医疗机构
落实院感防控情况开展专项监督
检查。

6月19日上午，区纪委监委院
感防控第三监督检查组来到门头沟
区医院，对发热门诊就诊、核酸检
测、医院出入口和病房管理、防护用
品供应、佩戴口罩和“一米线”执行
等重点环节开展监督检查，要求医
院负责人杜绝麻痹大意思想，严格
落实测温和“一米线”执行要求，及
时提醒所有人员规范佩戴口罩，避

免人群聚集，严防院内交叉感染，切
实堵住防控漏洞。

据了解，为扎实守好医疗机构
这个防疫“主阵地”，区纪委监委共
成立“6个专项监督组＋1个综合工
作组”，聚焦全区医疗机构院感防控
情况，开展高强度“拉网式”监督检
查。同时，为进一步提升监督质
效，实现精准监督、科学监督，区纪
委监委协调区卫健委，选派4名院
感工作专家参与到一线监督检查
中，以更专业、更全面的监督，扫除
防控死角，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
落细。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 张修钰）
6月23日上午，区十六届人大常委
会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陈国才出席会议。

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陈
国才为新任命的5名同志颁发任
命书，新任命的同志向宪法宣誓。

会议审查和批准2019年区级
决算，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陆晓
光作表态发言；会议听取区委常

委、副区长庆兆珅所作的区政府
关于校园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
听取副区长王涛所作的区政府关
于农村污水处理全覆盖情况的报
告；研究区政府关于美丽乡村“百
村示范”村建设情况的书面报告；
会议研究补选镇人大代表的有关
事项。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彪、何
渊、李伟、陈波、张焱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区中医
医院日前开展了“夏季战疫关怀”活
动。

北京气温连日来持续走高，而
区中医医院预检分诊处的工作人员
要“全副武装”穿着工作服和隔离衣
对前来就诊的患者进行测温、登记、
流调、查验健康码等工作，虽然在预
检分诊处安装了遮阳棚，但太阳一
出来遮阳棚内秒变“桑拿房”。

另外，因环境限制，前来就诊患
者需配合预检分诊工作，会有短暂
的停留，患者队伍超出遮阳棚外，同
样要经受烈日的“烤”验，影响就医
体验。

为切实解决医护人员及就诊患
者避免高温灼烤，区中医医院领导
安排在预检分诊处准备了爱心绿豆
汤，安装了水冷风机，将关心关爱送
到大家的身边，并在分诊区域搭建
了移动板房，拉开了区中医医院“夏
季战疫关怀”活动的序幕。

据了解，为避免安装移动板房
造成人群聚集，影响患者就诊，该医
院总务科于6月19日凌晨1时，将移
动板房安装完毕。19日上午仅用3
小时，将配电、空调、网络、办公设施
等全部安装到位，并安排保洁人员做
好清洁消毒工作，下午13：30正常
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日，大峪
街道采取四项措施，助力辖区垃圾
分类工作有序开展。

一是桶升级轻松投放。各社区
积极想办法、谋思路，实现垃圾分类
轻松投放，德露苑社区将小区内全
部116个垃圾桶统一升级成脚踏垃
圾桶，绮霞苑社区垃圾分类指导员
隗合建巧设计脚踏垃圾桶，专类收
纳废旧口罩，月季园二区、增产路东
区等社区累计在桶站上方悬挂钩盖
工具510个，轻松解决居民投放垃
圾时解放双手问题。

二是装狼牙破袋器倒厨余。向
阳东里、临镜苑社区等购置狼牙破
袋器，破袋器为不锈钢材质，不易腐
蚀，尖头朝桶内侧向下安装，居民的
厨余垃圾袋勾住狼牙，即可瞬时破
袋，厨余垃圾倾倒后，可将包装袋正
确投放其他垃圾，轻松解决厨余垃

圾和包装袋分类投放问题，截至目
前累计安装破袋器225个。

三是配用具干净分类。向阳东
里社区在9个垃圾分类桶站架子上
逐一安装免洗洗手液装置，方便居
民投放垃圾后，清洁双手，洗手液用
完后统一由社区进行补液；同时，为
垃圾分类指导员配备9组小夹子和
小耙子，方便指导员及时进行错投
垃圾正确分类投放。

四是勤宣传助力环保。33个
社区分别开展讲座、沙龙、体验游戏
等不同形式的垃圾分类、垃圾减量
宣传活动，共计发放宣传生活垃圾
分类指导手册38000份，张贴垃圾
分类宣传海报2000份，“走进大峪”
微信公众号发布垃圾分类相关推送
20条，广泛宣传垃圾分类、垃圾减
量、“桶站干部”相关内容，群众关注
度高。

本报讯（记者 杨铮 陈凯）近日，
在王平镇下安路的科技开发实验基
地里，绽放盛开的唐菖蒲婀娜多姿，
远观似蝶，近看如兰，美不胜收。

据了解，今年3月份，区科信局
引入了特色农产品唐菖蒲，经过两
个多月的悉心栽培，这些花卉迎来
了盛开期。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次
共引进了红、橙、绿、黄、紫等6种花
色，试种数量约20000株。在种植
技术上，采用了调整播期、覆膜增
温、调控光环境和施肥化控等方式，
确保唐菖蒲健康生长。

区科信局技术人员喻泓说：基
地运用痕量灌溉技术手段，减少种
植用水量，将微量元素和肥料直接

灌溉到植物根部，让花卉生长的更
好。

目前，基地内各个品种长势良
好，品种之间的植株形态和开花时
期虽然存在差异，但通过不同品种
的搭配，整体开花期可以保持在45
天左右。此外，区科信局还结合整
个栽培管理过程，总结了适合我区
应用的栽培管理技术，为唐菖蒲试
种提供了技术支撑。

区科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区科信局将向全区所有民宿
企业进行推广，利用更多平台扩大
唐菖蒲的种植面积。同时，将花卉
用于环境美化工程，大力提升我区
的生态环境水平。

区中医医院
开展“夏季战疫关怀”活动

大峪街道采取四项措施
助力辖区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

引入种植唐菖蒲
提升农业科技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