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本版编辑/李继颖 ■ 美编/潘洁

2020年11月4日 星期三民生

施工改造中▲

▲

依法查处

▲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

整改前

龙泉镇严防森林火患 守卫家园安全

积极应诉修坡道 消除隐患解民忧

▲

食品安全是大事
依法查处保民生

社区修缮防水层
解决房屋漏雨问题

区残联开展残疾人社区
和居家康复试点服务项目

检查燃煤取暖安全检查燃煤取暖安全
防范煤气中毒事故发生防范煤气中毒事故发生

▲ 整改后▲

本报讯（记者 郭映虹）秋冬季
天干物燥，林区内枯枝落叶等易燃
物不断增多。当前，我区已全面进
入秋冬季护林防火期，全区各镇街
生态林管护员也已经全部到岗到
位，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

清晨，龙泉镇龙泉务村的邓玉
武和 3名生态林管护员携带防火
工具，沿着山间小路开始了一天的
巡山工作。一路上，他们仔细巡视
林区环境，对防火隐患点位进行排
查。邓玉武告诉记者：“我们负责
方圆5公里的管理面积，每天早晨
8点就开始一天的巡视工作，下午
5点半结束，规劝爬野山的人不要
进山，更不能让人在山里烧烤，也
要保护咱们这里的古树不被破坏，
方方面面保障林区的消防安全。”

除了加大生态林管护员的巡
查力度，龙泉务村还配备了微型消

防车、灭火器、消防泵等消防器材，
进一步提升村子的应急救援保障

能力，并在进入山区的明显位置树
立警示牌，强化护林防火宣传工
作。

龙泉务村党总支宣传委员刘
立柱介绍说：“龙泉务村林地面积
有 3900 多亩，共有 4 名生态林管
护员，我们的林地里面还有古迹、
文化遗存，防火任务很重。自9月
进入重点防火期以来，我们就要求
管护员按时到岗到位，全员值守，
确保村域林地的安全。”

记者了解到，目前，龙泉镇全
镇的72名生态林管护员已全部到
岗到位。森林防火期内，严禁市民
携带火种上山，希望广大市民关注
森林消防安全，遵守相关规定，杜
绝野外用火，保护国家林业资产不
受损失。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金秋时
节，雁翅镇的红富士苹果正值采摘
期，香甜的苹果挂满枝头，格外诱人。

雁翅镇付家台村的果园里，一
个个红彤彤、圆滚滚的苹果挂满了
枝头，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采摘，成
片的果园里，有的上树摘果，有的打

包装箱，在欢声笑语中享受着收获
的喜悦。

果农告诉记者：“我们的苹果水
分足、甜度高、储存时间长，而且现
在有糖心儿啦，今年还是丰收年，产
量也挺大，欢迎大家来采摘。”

与付家台村相邻的青白口村，

村“两委”针对今年苹果产量大的特
点，设置苹果指定销售点，并主动与
村民对接，将村民家中的苹果带出
来，销售出去。

一位到山区游玩的市民一边挑
选苹果一边说：“我们听好多人说这
里的苹果特别好，就过来尝了，果然

又甜又脆，甜度也合适，老少皆宜。”
青白口村干部白金玲告诉记

者：“我们村的苹果今年收获了 160
万斤，村委会到村民家中收苹果，帮
助村民进行销售，我们还将积极对
接帮扶单位，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拓
宽苹果的销售渠道，争取在冬季到
来之前将苹果全部销售，真正帮助
村民增收。”

据了解，雁翅镇地处深山区，日
照充足，永定河流经雁翅 15 公里，
独特的地理气候因素有利于苹果
的糖分积累，再加上 8 月之后昼夜
温差不断加大使得这里的富士苹
果个大、色艳、汁多、味甜，最大的能
达400克。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
区残联开展残疾人社区和居家康
复试点服务，通过政府发力，企业
帮忙的形式，为残疾人提供免费
康复治疗服务项目，提高他们的
生活质量。

家住大峪街道龙山家园社区
的李凤兰患有小儿麻痹症，老伴
也因病造成肢体残疾，以前由于
家庭条件困难，夫妻二人无法承
受昂贵的康复费用，只能选择放
弃治疗。如今，区残联免费提供
居家康复服务，这不仅帮助他们
逐渐恢复了身体，更让他们重拾
起生活的信心。

李凤兰见到记者后激动地
说：“这项服务对我们的帮助非常
大，像我们腿脚不方便，出门又困
难，工作人员上门给我们做康复，
真的是太好了！现在已经做了
10多次了，效果非常明显，我们
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居家康复治疗的方式为非
仪器类，主要靠的是康复师的手
法，每次上门治疗的时间不少于
45分钟，通过治疗帮助残疾人恢

复身体机能，提高他们的日常生
活能力。”康复治疗师介绍说。

据了解，这项服务是由区残
联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的免费
居家康复服务，每位符合标准的
残疾人都可享受30次的上门治
疗服务，康复治疗师还会根据每
个人的疾病特点，为其定制不同
的治疗方案。

治疗机构负责人说：“为了方
便山区的残疾人康复，我们已在
王平、军庄、斋堂等地安排了驻点
康复师。”

此外，针对一些无需上门治
疗的残疾患者，康复中心还开通
了绿色通道，患者可根据自身情
况到指定治疗机构选择自己需要
的康复项目。截至目前，我区已
有近400名残疾人享受到免费康
复服务项目，治疗次数已近万次。

区残联副理事长赵金明介
绍：“目前，已有3家公立医院、2
家民办机构成功备案，具备了做
残疾人居家康复的工作条件，我
们将在这方面更多的为广大残疾
人提供更好的康复服务。”

本报讯（记者 屈媛）大峪街
道葡东社区有居民反映家中存在漏
雨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社区积极
联系街道，通过前期多次现场调
研，目前，施工单位已经进场施工。

记者在葡东社区5号楼2单
元6层的张女士家看到，卧室房
顶的墙皮已经出现了脱落的现
象，阳台的房顶和墙面也已经发
霉变黑，据了解，像张女士家中这
样的情况，小区内还有10几户。

对此，大峪街道积极响应，联
系专业施工单位对社区内5号楼
和 28号楼进行防水施工作业。
由于小区的楼体实施了平改坡工
程，所以施工区域又窄又低。施
工现场，工人们只能蹲着，用铁铲
对楼顶的旧防水层进行剔除。

施工方负责人黄海涛介绍：

“我们把原有的防水层铲掉，再进
行局部找平，然后做我们的热熔
卷材，彻底解决咱们的防水渗漏
问题。工程全部完成之后，还将
对两栋楼的楼顶进行48小时闭
水试验，避免漏雨的问题再次出
现。”

社区居民张桂荣告诉记者：
“今年夏天，下了几场大雨，我家
房屋漏雨非常严重，可以说是外
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经过修
缮施工，这个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我们大家特别高兴。”

大峪街道副主任李林说：“目
前，施工方已经进场施工，工期为
20天，最终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
题，对于其他社区房顶漏雨的问
题，街道也将发挥‘吹哨报到’机
制，共同推动问题的解决。”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秋
冬季是煤气中毒事故的高发期。随
着气温降低，现在有些平房户居民

已经开始用煤炉取暖。
城子街道西宁路社区的工作人

员提前部署，通过入户走访、检查炉

具、宣传教育等形式，确保居民取暖
安全。

“我们今天来主要就是再看看
您家的炉具，还有您这烟道报警器
之类的，包括咱这个窗户多通风。”
西宁路社区的工作人员康晴正在
向平房区的燃煤取暖户了解用火
情况。

每年10 月末，在冬季采暖期
到来之际，康晴和其他社区工作者
都会拿着宣传材料，走街串巷、挨
家挨户地宣传取暖用煤安全。

康晴跟记者介绍道：“我们小
区属于老旧小区，虽然说有一部分
人已经采用电取暖，但是据我们统
计，还有大概300多户用户依然用
煤取暖。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一直
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及时更换合格
的炉具和烟道，确保安全过冬。”

西宁路社区由于人员复杂、房
屋密集，平房区存在烟囱严重老
化、居室通风不畅等安全隐患。

针对这些问题，社区工作人员

提前对住户进行摸排，并入户检查
燃煤、炉具安全，测试一氧化碳报
警器，分阶段对燃煤取暖用户进行
安全提示。

康晴等人又来到另一个燃煤
取暖户家中，检查一氧化碳报警器
的悬挂位置：“咱们这个一氧化碳
报警器，您要安的比窗户高一些，
距离天花板大概 30公分的距离，
因为一氧化碳比空气轻，所以挂高
一点儿效果才更好。”

社区居民说：“每年快到点煤
炉的时候，社区干部们就开始到这
儿来检查了，看炉具安全不安全，
还给贴标识，普及安全知识，工作
做得非常到位，让我们也非常放
心。”

在此，要提醒广大燃煤取暖
户，应购买使用合格的燃煤取暖炉
具，及时清理烟道，将用过的乏煤
放到室外，在居室内安装一氧化碳
报警器并正确使用，提高安全意
识，预防煤气中毒。

本报讯（记者 杨铮）眼下已
进入深秋，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学
校、幼儿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容易
引发诺如病毒感染。目前，我区
所有幼儿园采取入园体温检测、
咽喉检查等多项措施，保障孩子
的身体健康。

此外，幼儿园还普及7步洗
手法，提高孩子们的健康意识，并
制定传染病防控方案及应急预
案。

新世纪幼儿园保健医姚瑞玲
介绍：“诺如病毒属于肠道传染
病，幼儿的主要发病症状为呕吐，
幼儿园内如果发生幼儿呕吐现

象，老师将在第一时间疏散其他
小朋友，并对呕吐物进行消毒清
洁。随后，将呕吐幼儿带到隔离
室。同时，通知家长及时就医，待
患病幼儿在家隔离观察3天无任
何症状后方可入园。”

按照市疾控中心提出的集体
单位消毒指南要求，我区各中小
学、幼儿园根据具体天气情况要
做到每日通风2至3次，每次不少
于30分钟。每天放学后对教室
课桌椅、门把手、水龙头等表面进
行消毒，每间教室配备符合标准
的应急处置包，减少发生交叉感
染风险。

东辛房街道近期接到居民
12345热线来件，反映石门营六区
旁河道观景台的坡道较滑，易发生
人身安全事故。街道高度重视，立
即由社区建设办公室和城市管理办
公室人员赴现场实地核查，发现此
坡道由鹅卵石及青石板铺成，且坡

度略陡，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街道责成城市管理办公室牵

头，运用“吹哨报到”机制，邀请区水
务局、区城管委召开专题会议协商
解决。在明确水务局为权属责任单
位之后，双方根据点位特点，制定切
实可行的整改施工方案，并于会后

立即付诸实施。
经过几天的施工，整改工作于

10月27日完工，坡道换成了阻力很
大的防滑坡道，消除了安全隐患。
在居民诉求得到圆满解决的同时，
进一步提升环境质量，促进属地管
理的精细化、规范化。

近日,有市民反映，在我区
某熟食店购买了一些熟食，吃完
之后出现腹泻情况，希望相关职
能部门核查店铺是否符合营业
要求，卫生情况是否达标。

区市场监管局接诉后，主
要领导亲自调度指挥，龙泉市
场所执法人员前往现场核查，
该店铺证照齐全，但现场确实
存在卫生死角等问题。执法人

员现场取证后，当场责令进行整
改，并将执法情况反馈至反映
人。反映人对处理结果表示满
意。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对
该经营主体进行复查，严格监
管，依法查处。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随着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食

品安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我
们的食品，都是经过一条从种植
养殖、生产加工、运输一直到市
场流通的产业链才能端到餐桌
上，而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
错都可能会引发重大问题。区
市场监管局提示各食品经营主
体：经营活动要规范，经营场所
要卫生，食品安全是大事，不法
行为要严查！

预防病毒感染 保障幼儿健康

雁翅镇红富士苹果进入采摘期雁翅镇红富士苹果进入采摘期

执法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