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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中

我区增设无障碍设施 为特殊群体提供便利

▲

区文联作协
举办网络诗歌朗诵会

德山“红色先锋”再次集结
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城子街道
美化社区环境 助力“创城”冲刺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东辛
房街道按照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相
关要求，以街道政务服务大厅和文
化活动中心为重点，补齐设施短
板，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提供无障碍服务便利。

在东辛房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门口，新增设的无障碍坡道为前来
办事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
提供了极大便利。除此之外，服务
大厅还设置了无障碍窗口、低位服
务台和手语智能终端，这些全新的
设施让大家享受到了不一样的办
事体验。

一位办事人员说：“原来这里
没有坡道，每次来办业务都需要叫
好几位工作人员帮我抬轮椅。办
理业务也要提前好几天预约，找人
少的时候来办理。现在设施建好
了，我们来这办事儿又快又方便，
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咨询，体验很

不错。”
此外，在停车场和文化活动中心

等地，无障碍设施的标识也格外醒
目。无障碍停车位、厕所和活动中心
坐席等多种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提升

了为特殊人群服务的水平。
东辛房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

副主任马炳超说：“硬件设施改造
完成后，特殊群体来街道办理相关
业务时，我们将安排专人为他们提

供服务，同时，还将进一步优化简
化办事流程。下一步，我们将整合
各种资源，为老年人和残疾人开展
更多的服务和活动，让他们感受到
社会的关爱。”

据了解，我区无障碍环境建设
专班高度重视政务服务大厅的改
造工作，为了延伸无障碍服务，专
班还投入专项资金，利用信息化手
段，在全区各镇街及委办局的20
个政务服务大厅，建立了无障碍远
程手语服务交互系统。

区无障碍专项工作组副主任
高增龙说：“截至目前，全区第一
批无障碍改造的点位将全面完
成。下一步，将督促各街镇和各
委办局，抓紧落实第二批无障碍
设施需要改造点位，确保在今年7
月底前，完成第二批改造工程，早
日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无障碍
环境。”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 屈媛 何
依锋）6月20日，又是一个炎热的周
末。区疾控中心大楼里所有人都在
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这已经是持续
一个多星期的24小时备战状态了。

中午11时 49分，该中心办公
室突然接到保安打来的电话，说一
名快递小哥送来一份特别的包裹。
没有寄件人的姓名，没有发件地址
和电话，没有任何可以联络到的线
索，只在包裹上面写着：“免费捐赠，
请转交核酸检测人员，谢谢您。”

两个快递箱的外面都贴着一张
醒目的粉色标签，图案中有两只白
色的和平鸽，呵护着中间一名抗疫
医护人员，配图文字“您的健康是我
的保障”“医护京华，人间佳话”。

当工作人员打开包裹，看到了
里面的东西，一股暖流瞬间涌上了
心头，满箱的夏日凉爽喷雾和罐装
薄荷湿巾，这一幕仿佛看到了发件
人在整理邮寄物品的样子和心情
……

据悉，区疾控中心作为全区疫

情处置先锋队，全体职工肩负着“疫
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使命
与承诺，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与病
毒斗争、与生命拔河，“责任”二字在
每名疾控人心中都重于泰山。

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说：“疫情无
情，人有情。社会上总有一些好心
人，在默默关心着我们，用他们的方
式和行动，告诉我们并不是孤军奋
战，在这些冲峰陷阵的抗疫战士身
后，是广大群众的厚爱与支持，是全
体人民众志成城、抗疫必胜的坚定

决心和强大合力。”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社区志愿

者们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始终坚
守在社区防控一线。近日，大峪街
道开展“我为战疫做点事，全员共抗
疫情行动”活动，组织辖区企业为社
区志愿者送去绿豆汤、粽子等慰问
品，给大家带去一份清凉、一份关爱。

下午2点多，太阳高照，新桥社
区大门口正在值守的志愿者们顶着
烈日，在炎热的天气下认真地进行测
温、登记、验码等防疫工作。康依家
公司的工作人员带着一大桶绿豆汤，
为每一名志愿者送上了一份清凉。

康依家工作人员说：“现在天气
这么炎热，各社区志愿者还依然坚守
在岗位上，觉得他们特别的辛苦，作
为辖区企业，也想为辖区抗疫出一份
力量，为他们送点绿豆汤解解暑。”

新桥社区共有 1300 多户，近
4500名居民，是一个大型社区，疫情
防控压力较大。为此，社区组织100
多名志愿者轮流进行值守，24小时
全天候不间断进行测温、登记等工
作。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忠于
职守，毫不言退，用实际行动构筑起
了社区疫情防控的一道坚实屏障。

社区志愿者说：“非常感谢企业
为我们送来的绿豆汤和粽子，心里
特别温暖，也让我感受到我们不是
一个人在战斗，一定会共同战胜疫
情的。”

据了解，这次送清凉行动将覆
盖大峪街道33个社区，为93个卡
口的千余名志愿者带去企业的关
怀，让志愿者体会到来自社会各界
的关爱，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6月16日，北京市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调至二
级。德山M-Lab生物医药孵化器
和德山非公联合党支部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做出相关部署，全力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战。

6月17日，德山非公联合党支
部发出红色先锋队员疫情防控动员
令，立即得到支部党员、入党积极分
子和员工的响应，大家踊跃报名投

身防控战“疫”之中。大家按照党支
部的编排，有序尽责地值守。他们
在关键时刻勇敢地站了出来，决心
用实际行动，坚决阻断疫情传播渠
道，为保证园区正常生产生活再做
新贡献。

今年以来，德山M-Lab生物
医药孵化器和德山非公联合党支
部把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
作,作为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

思想的具体实事来抓，投资1.2万
多元购买远红外线测温仪，保证入
驻企业员工检测体温快捷精确；为
员工发放防护用品；一些入驻企业
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孵化器积极
协调利用融资平台协助一家研发
抗“疫”药品的企业，不到一周就解
决了200万元贷款，同时作出减免
入驻企业2020年2月份50%房租
的决定。

在疫情期间，党支部组织20名
红色先锋队员义务献血2000ml；日
常坚持疫情常态化管理，坚持做好
测量体温、佩戴口罩、查验北京健康
宝、登记人员信息、保持安全距离、
科学实用空调、搞好环境消杀、保持
室内通风等各项防疫工作，有效地
维护了入驻企业和员工生产环境和
人身安全。

石龙经济开发区服务中心/提供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城
子街道按照“创城”百日冲刺行动
工作要求，组织各社区大力开展环
境整治工作，通过清理堆物堆料、
美化空地等措施，进一步提升百姓
生活环境。

龙门一区社区居委会每周都
会组织开展一次环境卫生整治行
动，并联合物业人员对楼道、绿化
带进行摸排，清理堆物堆料。

除了定期清理堆物堆料以外，
社区还结合垃圾分类工作，定期开

展入户宣传，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
知识。同时对社区内的裸露空地
实施绿化提升工程，铺设步道，在
两侧播撒草籽种植花卉，进一步美
化环境。

龙门一区社区党委书记李荣
梅说：“目前，我们已经清理了21
栋楼房的堆物堆料，清理杂物20多
车。下一步，继续开展清理楼道小广
告和破土还绿工作，预计绿化面积
200平方米，通过持续的整治工作，
给居民营造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近日，
区文联作家协会举办了以“传承端
午文化，培育创城风尚”为主题的
网络诗歌朗诵会。

区文联作家协会8名作家、诗
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创作了9首诗
歌、2篇散文，并自己录制了朗诵视
频在网上发布。

据区文联党组书记彭天和介
绍，举办此次网络诗歌朗诵会目

的是通过诗歌朗诵这种艺术形
式，激励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坚定四个自信，普及优秀传统文
化，培育家国情怀，牢记初心使
命，凝聚战胜疫情的内生动力、增
强战“疫”必胜的勇气和信心，为
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完善丰
富“红色门头沟”“绿水青山门头
沟”两个品牌的文化内涵贡献新
的更大的力量。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近
日，区协调办及时调整公共文明引
导队伍的工作方案，通过弹性排
岗、加强防护、广泛宣传、柔性引导
等措施，提醒市民做好个人防护，
保障公共出行安全。

口罩、护目镜、塑胶手套……
身着防护装备的4名公共文明引
导员，在新桥大街公交站台上拉开
一米以上的距离，对往来乘客进行
安全提示和文明劝导。在维护公

共出行秩序的同时，引导员还会利
用规范的劝导词，提醒市民做好防
护、保持距离，并为没有佩戴口罩
的乘客发放备用口罩。

据了解，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区协调办对公共文明引导队
伍实行两班排岗，每天安排上岗
91人。在门城地区主要大街的7
个站台、8个路口，引导员打扫站台
及周边环境卫生、宣传文明出行理
念和增强市民的防护意识。

文明宣传引导 保障出行安全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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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镇东落坡村村民反映，
近期村内频繁停水，影响正常生
活，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解决。

王平镇接诉后，第一时间与
东落坡村村委会核实情况。东落
坡村日常用水来自村内泉水，由
于近期天气干旱，导致泉水水位
下降，加之夏季用水量较大，已无
法满足村民日常用水需求。目
前，村委会已通过民主程序，利用
党员群众服务经费对村内供水管

线进行升级改造。经过前期调查
研究，及与邻村沟通协调后，决定
由韭园村将井水引入东落坡村，
确保24小时不间断供水，待原泉
水水位恢复后，可再继续使用，

“双管线”为村民的正常用水提供
了保障。为了尽快解决村民用水
问题，施工人员抓紧施工，重新铺
管设线，目前管线已全部铺设完
成并投入使用，反映人对处理结
果表示非常满意。

近日，市民反映，大峪街道滨河西
区皓月园社区北出入口门外，路面塌
陷，影响居民正常出行，希望相关部门
协调处理。

大 峪 街 道
接诉后，滨河西
区社区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前
往核查。皓月
园小区出入口
正前方位置，有
两处路面存在

塌陷情况，影响小区人员和车辆正
常通行，并对道路正常行驶的车辆
产生影响。为了确保车辆的正常行
驶和居民的出行安全，社区立刻联

系物业公司，对现场进行勘查、评
估，随后组织施工力量进行处理，将
路面塌陷部分填实后，使用沥青混
凝土重新铺装，同时设置隔离墩，并
安排专人进行交通疏导，目前已恢
复正常通行。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
示满意。

下一步，社区及物业公司工作人
员将进一步加强日常巡查力度，发现
问题快速处理，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将“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切
实做好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爱心送清凉 激励战“疫”情

我区严查酒店防控措施
确保顾客住宿安全

本报讯（记者杨铮陈凯）近日，

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对全区复工酒

店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情况进

行再抽查，要求企业切实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全力确保顾客住宿

安全。

检查人员来到格林豪泰酒店，

详细查看了顾客体温测量登记表、

入住信息记录和公共区域消毒情

况。要求企业对入住客人的姓名、

来源地、联系方式和健康码等信息

必须进行如实登记。同时，店内要

增加清洁与消毒频次，每位顾客离

店后，房间内要进行无死角消毒。

床单、毛巾和房卡等非一次性消耗

物品，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统一收

集，最大程度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确保顾客住店安全。

据了解，目前，全区共有374家

酒店、理发店和美容院正式复工，区

卫生健康监督所按照相关要求，对

各复工企业进行多次摸排。截至目

前，共检查复工企业766家次。

区卫生健康监督所执法队负

责人郎柏忠说：“接下来，执法队工

作人员将按照相关疫情防控要求，

对全区的酒店、理发店和美容院等

公共场所再次排查，对不符合规定

的企业进行现场处罚，全力确保防

控工作落实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