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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铁军筑起防火安全墙

森林消防及应急队伍24小时备勤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11月 1

日起，我区正式进入森林防火期。
区应急救援大队积极响应，迅速部
署，重新编排组建6支中队共240人
应急救援队伍。利用一个月的时间
完成集训，全面提升全体参训队员
的组织纪律、集体观念、战斗意志、
体能素质和队伍管理水平。

区应急救援大队三中队中队
长肖天威介绍：“在森林防火期之
前，区应急救援大队通过新购置风
力灭火机、高压细水雾、水枪、水泵
等应急设备，并增加各中队的应急
保障车辆，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大幅
提升了应急救援队综合救援水平。
我们实施准军事化管理，24小时备
勤，平时加强体能训练、机具训练、
安全理论常识的教育，加强贴近实
战化的演练，着力打造成一支京西
铁军。”

区应急救援大队大队长王进永
介绍：“在进入防火期之前，我们对

日常的机具进行了维护和保养，并
购置了大量的新机械，特别是今年
又新购进了无人机，将提高对火场
勘查的能力。”

据了解，我区森林覆盖率高，山
区面积达到98.5%，森林防火形势
严峻。区应急救援大队实行准军事
化管理，24小时备勤。按照“冬季防
火灭火、夏季防汛防地质灾害，全年
综合应急救援”的建队目标,不断严
格队伍管理,强化应急演练,搞好战
备保障，随时做好辖区突发情况的
应对准备工作。

区应急局副局长刘振彭表示：
“今年，区森防办将牵头成立联合督
查组，开展森林防灭火工作落实情
况的督查。区园林绿化局组织开展
森林防火专项督查。区森防办还制
定属地政府、有林单位互查工作方
案，确保责任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地
块，达到互查互促的目的，全力保障
我区森林资源安全。”

本报讯（记者 杨央）今年5
月以来，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
被提出并不断地提倡和践行
着。为了增强孩子们的环保意
识，提高大家对垃圾分类的认
识及正确掌握垃圾分类的方
法，一位经验丰富的拉丁舞老
师来到北京八中京西附属小学，
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拉丁
舞课，用舞蹈教授孩子们有关垃
圾分类的知识。

通过《垃圾分类等你来》这
支舞蹈，不但向学生普及垃圾分
类知识，增加艺术修养，也让孩

子们通过拉丁舞的艺术形式，把
垃圾分类的知识带到学校中来，
带到家庭中去。

近年来，拉丁舞在中国逐渐
受欢迎，学习拉丁舞，不仅塑造
了孩子的形体，增强了体质，也
培养了孩子的音乐、舞蹈素养，
培养了孩子的吃苦精神和拼搏
能力。把拉丁舞和垃圾分类结
合在一起，以拉丁舞的艺术形式
为垃圾分类事业助力，将垃圾分
类知识宣教与精彩的文艺表演
相结合，新颖的形式受到了全校
师生的喜爱。

垃圾分类知识与舞蹈艺术结合
用一支舞教会孩子们垃圾分类

区公路分局对三条公路
27个灾害隐患点位开展集中整治

本报讯（记者 陈凯）日前，区
公路分局针对国道109、234和
南雁路三条公路的27个灾害隐
患点位开展集中整治，组织施工
方实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确保
山区道路行车安全。

记者在109国道的一处隐
患点位看到，山体上安装了防护
网，几十米高的山坡上，两名工
人进行最后的收尾作业。值得
注意的是，在这次治理工程中，
区公路分局采用了张口式帘式
防护网，在不破坏植被景观的前
提下，将山体的隐患部分完全遮
蔽，做到完善的防护。

据了解，今年是我区集中开

展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第6年，
区公路分局按照“一点一方案”
的设计原则，因地制宜，精心设
计，采用主动防护网、围护型绞
索网、覆盖式帘式防护网、张口
式帘式防护网等多种先进工艺，
多手段互相结合，从而达到治理
方案可行、后期养护便捷的目的。

区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张
温阳介绍：“今年的治理工程预
计于11月中旬全部完工，完成
后所有的市级台账上的国、市道
隐患点就全部完成，明年我们将
集中规模化开展县级路的隐患
治理，降低地质灾害发生风险，
提高公路安全保障水平。”

“119”消防宣传月

用短视频展现消防队员风采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区
消防救援支队举办第 30 届

“119”消防宣传月系列活动之
“火焰蓝杯”短视频大赛，以短视
频的形式普及消防安全知识，督
促单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展示
消防救援队伍精神风貌。

这次大赛共征集区消防救
援支队内部作品25个，社会单
位作品28个，参赛的短视频作
品形式多样，内容以体现消防队
员的生活和工作为主。经过前
期初赛评选，共有22个作品进

入决赛。决赛采取现场打分进
行评比，经过激烈角逐，共评选
出2个一等奖作品，5个二等奖
作品，8个三等奖作品。

区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
岳增恕介绍：“通过年轻人喜闻
乐见的形式，反映我们消防部队
最真实、最贴近人民群众的一
面，通过社会单位的积极参与，
希望社会单位能够肩负起主体
责任、人民群众能够多多参与消
防工作，最后实现全社会的消防
安全稳定。”

本报讯（记者张欣皓）近日，
妙峰山镇组织部分机关干部、党
员、志愿者对“门大线”妙峰山段
铁路及沿线环境进行整治。

在斜河涧村铁路段，50余
名身穿“门头沟热心人”绿马甲，
手拿夹子、铁锨的机关干部、志
愿者，对铁路沿线的垃圾、杂草
进行清理。经过3个小时的整
治，共清理垃圾300斤。清理完
成后，镇、村干部还带头对铁路
沿线进行巡视，将整治范围延伸
至周边绿化带内，不放过每一个
卫生死角。

妙峰山镇党委组织委员方

蕾介绍：“根据‘门大线’的辐射
范围，我镇将斜河涧村、水峪嘴
村、丁家滩村、下苇甸村四个村，
纳入此次专项整治的范围，统筹
多方力量，形成镇领导班子带头
抓、村‘两委’班子主动干、职能
科室、包村科室现场督，红绿灯文
明引导队等志愿者队伍齐发力的
工作格局，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
保‘门大线’周边环境优美。”

据了解，妙峰山镇在这次专
项整治的基础上，还建立了“镇
领导月月巡、村干部周周巡、铁
路巡防员日日巡”的长效机制，
确保整治效果常态保持。

整治铁路沿线环境
助力“一线四矿”产业圈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
我区肢残人协会组织残疾人和志
愿者们来到清水镇洪水口村，开
展“绿水青山是我家，环境保护靠
大家”主题垃圾分类公益行活动。

活动现场，大家首先学习了
解关于美丽乡村建设和村内垃
圾分类典型做法的知识内容，并
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积极参与垃
圾分类知识抢答环节。随后，大
家相互配合，纷纷带上绣有“垃圾
分类、人人有责”字样的红袖标，
用夹子和垃圾袋等工具在村内

及灵山古道沿途捡拾各类垃圾。
一位参加活动的残疾人说

道：“垃圾分类，人人有责。这是
每个人都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我
们也不能例外，必须要用实际行
动，为保护环境出力，只有人人
参与进来，我们的家园才会越来
越美丽。”

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了
60名残疾人参与其中，残疾朋
友们在感受新农村巨大变化的
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垃圾分类
和环境保护意识。

区肢残人协会
开展垃圾分类公益行活动

科技助力人口普查

普查员走进千家万户逐人逐项登记普查信息
本报讯（记者 杨爽）自11月 1

日起，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式进

入入户登记阶段。在前期试点登记

和摸底普查工作的基础上，大峪街

道的500名普查人员走进辖区内的

千家万户，利用智能设备，逐人逐项

登记普查信息。

“您好！我们是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大峪街道德露苑社区的普查

员，需要到您家进行一下普查登

记。”装备统一、用语规范的两名大

峪街道德露苑社区的人口普查员正

在进行入户登记。

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普

查人员在住户门口穿戴好口罩、鞋

套，再进入房间利用智能手机进行

无接触式信息登记。

“有几个卧室住人？两间？好，户

信息咱们就录入完了，现在是人口信

息。”普查人员向住户询问相关情况。

完成信息填报后，普查人员会

指导居民在智能设备上完成信息核

验和签字确认，并送上提前准备好

的小礼品。

社区居民说：“打开家门看见他

们进来都是统一着装，挂着工作证，

穿着鞋套。他们这方面都做得特别

的细致到位，我们心里也很踏实，也

愿意配合他们的工作。”

电子设备的应用是本次人口普

查中最显著的变化。经过前期的培

训、考核，普查人员按照摸底时录入

后台系统的基本信息，利用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等设备，进一步对住户

的迁移流动、婚姻生育等情况进行

比对复查。

在此提示广大居民住户，普查

人员每天的入户时间为早8时到21

时，在普查过程中不会索取财物、财

产、账号密码等经济相关信息。

德露苑普查区指导员李宁提醒

居民：“正规普查员统一着装，并佩

戴上级配发的证件，证件上面盖有

人普办的印章。此外，所有普查员

的公示也已经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

布了，大家若有疑问可以在上面查

询，还可以拨打我们社区的电话进

行询问。”

勤换烟筒 勤查电线

增强安全意识消除冬季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 李博文）冬季将

至，早晚温差变大，有些居民已经开

始使用煤炉取暖。这两天，龙泉镇

梨园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积极

走访辖区用户，宣传预防一氧化碳

中毒的安全防护知识。

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检查

炉具、烟筒、弯头、烟道、通风设施安

装是否正确，查看了一氧化碳警报

器使用是否正常。

“每年的炉具和烟筒这些要勤

换，尤其是烟筒，去年用了今年再

用，烟油会把烟筒腐蚀，还有接缝位

置，一定要用正规的胶布缠好，防止

泄漏。”每到一户人家，工作人员都

详细地询问情况。

为时刻提醒群众增强安全意

识，社区干部通过张贴安全知识材

料、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加强相

关知识的宣传，避免发生煤气中毒

事故。

梨园社区居委会干部表示，按

照工作要求，每周定期对取暖户进

行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更改告

知。对社区内年龄较大的取暖户，

我们每天必看必查，做到咱们社区

的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护。

军庄镇平安建设办公室联合公

安派出所开展冬季安全检查，排查

居民生活中的安全隐患。

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

向居民讲解了冬季日常安全用电及

家用电器使用注意事项，对现场查

出的私搭乱接电线、杂物堆积等安

全隐患，要求他们立即整改。

冬季是电器电路引起火灾事故

的高发期，同时也是煤气中毒事故

的高发期，使用煤炉取暖的居民也

要选择合格的取暖炉具，正确安装，

定期检查炉具是否完好，烟筒是否

密封。

工作人员介绍：“我们入户时看

到住户使用老化或质量不合格的电

源插线板，要求必须及时更换。同

时，对使用燃气炉具取暖等问题进

行检查，将依托预防煤气中毒专项

行动，逐户进行检查提示，进一步消

除安全隐患。”

我区2020年度犬狂犬病强制免疫工作收尾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近日，笔

者从区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10月

29日，我区已完成2020年度犬狂犬

病强制免疫8655条，均在注射时向

犬主发放了免疫标识，完成了北京

市犬狂犬病免疫平台信息录入，实

现了免疫犬只可追溯管理，有效预

防控制了犬狂犬病的发生，降低了

病犬伤人引发人感染狂犬病的可能

性，有效维护了社会公共卫生安全。

今年犬狂犬病免疫集中开展以

来，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严格“三重一大”程序，充分

比较各主流犬狂犬病疫苗厂家疫苗

质量及有效期等主要特点，根据我

区历年免疫数据情况，科学合理安

排疫苗采购。在充分利用去年结余

250支疫苗基础上，分批次累计采购

了9500支优质疫苗，并责成专人负

责我区各免疫点按需领用。

为做好犬免疫工作，区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及时完成了对全区

犬狂犬病定点免疫动物医院2020

年度现场检查审核工作。检查中，

区疫控中心工作人员严格对照我区

现行犬狂犬病免疫点标准要求逐类

逐项进行查验，检查范围囊括了基

本资质、设施设备、人员资质、疫苗

管理、规章制度5大块内容，以及细

化的具有有效期内《动物诊疗许可

证》、有污水处理设施、有疫苗储藏

设备、有免疫登记册、有符合配置要

求的电脑、有来源合法的免疫用疫

苗、有医疗废弃物处理协议等20个

子项。经过检查和个别免疫点的整

改，保障了我区8个正常营业的动物

医院在犬只集中免疫期间都达到了

定点免疫点标准，能够提供规范可

靠的犬狂犬病免疫接种服务。

除城区8家动物医院免疫点，我

区还有区疫控中心、9个镇兽医站、

大台办事处相关部门共11家区域

性定点免疫点。这些免疫点主要由

村级动物防疫员为本辖区犬提供犬

狂犬病免疫接种服务。无论在哪个

免疫点免疫都是符合规范的，免疫

后犬只都会得到一个唯一编码的犬

免疫标识。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一

种侵犯中枢神经系统为主的急性传

染病，主要通过带病动物咬伤人时

唾液中的狂犬病病毒侵入人体而感

染人。狂犬病潜伏期通常为1至3

个月，短则不到1周，长则1年以上，

一旦发病，病死率为100%。全球每

年约6万人死于狂犬病，狂犬病在我

国属于乙类传染病。病犬为狂犬病

主要传播者，占人狂犬病传染源的

95%以上。因此，犬主要定期为犬

只实施狂犬病疫苗注射并遵守相关

养犬管理规定，防止犬伤人。

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于海浪介绍说：“依据《北京市动物

防疫条例》规定，凡我市3月龄以上

健康状态正常的犬只都需进行犬狂

犬病强制免疫，首次免疫后每年加

强免疫1次，并呼吁各有关部门加

强配合，持续强化全社会关心关注

犬免疫工作、犬主定期主动为犬只

免疫接种的法治氛围，最大限度预

防控制犬狂犬病发生，更好地维护

社会公共卫生安全。”

又讯（记者 屈媛）11月1日进入
森林防火期以来，森林消防局机动
支队驻防门头沟区的机动勤务中队
全员备勤，加强日常训练和巡查，以
高度的责任感和超强的专业素养确
保我区森林资源安全。

在位于九龙山的中队驻地训练
场内，指战员们着装整齐，手拿灭火
机具，正在进行班组灭火战斗、紧急
避险、定点射水等日常专业训练。

随着天气转凉，山上的树叶开
始变得枯黄，树下的堆积物也多了
起来，森林消防指战员们每天都要
背负着20多斤的装备上山进行防
火拉练巡查，演练各种场景下的灭
火作业。

森林消防机动勤务中队指战员
介绍说：“我们平时的训练主要会用
到风力灭火机和二号工具，风力灭
火机主要是在班组灭火行动过程

中，用于扑灭草原火和中低强度的
地表火。还有一个是看似简单的二
号工具，一根木棍加几根皮条就能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火场实战中，
还起到清理烟点和小火点的作用。”

据了解，自去年12月开始，机
动勤务中队的35名指战员全年驻
扎我区。进入防火期后，队员们全
天24小时备勤，同时，加强专业性
训练，强化全体指战员防火技能水
平，提高战备意识。此外，按照战备
要求，像风力灭火机、水枪、二号工
具等常见的森林灭火装备大多放在
车里，“以车代库”，做到随时出动。

该森林消防局机动勤务中队队
长李兵说：“进入防火期以来，我们中
队加强战备，24小时在岗在位，每天
我们都进行技能训练，每天对车辆
包括装备进行检修维护，确保一有
火情能够及时出动，确保森林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