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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各部门加大疫情防控检查力度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全区各大医院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保障市民安全就诊

本报讯（记者 耿伟）近日，区
市场疫情防控组对全区市场主体
落实防疫措施加大检查力度，出动
执法人员480人次，检查市场主体
280家次。

检查中，发现37家商户存在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情况，
其中主要问题有：一是无专人负责
疫情防控工作；二是体温检测记
录、消杀记录不健全，记录流于形
式；三是店内顾客人员密集，未严
格落实分流措施，“一米线”未设置
或虽设置但未执行；四是未张贴北
京健康宝登记二维码，顾客进店存
在不检测体温、不戴口罩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执法人员对
14家经营主体以张贴公示的方式
进行通报，并要求经营主体于7日
内限期整改，后期复检不合格者将
责令其停业整顿。

其中，北京源驰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因前期责令整改后，仍存在
未提示顾客佩戴口罩、未建立体温
检测记录和消杀记录的问题，被执

法人员当场责令其停业整顿 3
日。3日后，经复检合格后方可重
新营业。

当前，我区正处于疫情防控
关键期，春节临近，市场疫情防
控组将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和覆盖范围，对于屡查不改，未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经营主体，
将坚决予以处罚，确保疫情防控措
施落到实处，真正形成有效的防控
屏障。

又讯（记者 高晴 赵云鹏）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对照《秋冬疫
情防控重点检查清单》，对我区部
分食品生产企业、商超、餐饮单位
等食品经营企业进行冷链食品安
全检查，严把进货、销售各个环节
的安全质量关，保障百姓舌尖上的
安全。

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先后
到双峪农贸市场、物美超市双峪
店、北京长安天街商场等部分餐饮

单位，向食品经营企业单位负责人
传达最新疫情防控要求，并重点检
查企业工作人员管理、冷链食品采
买、贮存管理、生产经营环境消杀
等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要求
各食品经营企业单位要提高认识，
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要求与食
品安全规定，从源头把好食品安全
关，确保食品来源可溯、去向可追，
做到不采购、不加工、不经营无检
验检疫证明、无核酸证明和无消毒
证明的进口冷链食品。同时，要做
好从业人员管理和环境卫生消杀
工作，坚持每日自查制度，加大冷
链食品接触工具及销售区域的消
杀力度。

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市民，
购买冷链食品，应到正规超市或市
场进行选购，重点关注食品产地、
来源、进口食品检疫等相关信息，
选购中，尽量避免用手直接接触货
品，接触后也应及时洗手，在此过
程中，切记不摸眼、口、鼻。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针对近期的疫情防控形
势，我区各大医院不断压紧压实疫情防控责任，严
格落实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为市民营造安全
有序的就医环境。

记者在区妇幼保健院看到，入口处的预检分诊
处安排有专职的工作人员，负责体温筛检与登记工
作。每名进入医院的市民都需要在这里扫码登记、
体温测量正常、并佩戴好口罩后，获得日期臂贴才
可进入医院就诊。

在挂号区和候诊区都贴有一米线标识，还有工
作人员负责引导，提醒市民时刻保持安全距离。每
个门诊室的门上张贴着“一医一患一室”的牌子，诊
室旁配有手部免洗消毒凝胶，保障市民就诊安全。

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高姗说：“患者在住院的时
候，医院还要实行‘一加三’的检查，陪护也要做核酸检
测，尽量减少陪护和探视，对病区实行封闭化的管理。”

据了解，我区各大医院加大了医疗保障和防疫
物资配备力度。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基础上，重点
强化隔离留观病房和发热门诊的人力保障。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我区各
商场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筑牢疫情防线，为市民营造安
全的购物环境。

记者在国泰百货门头沟店看
到，商场入口处设置了疫情防控
检测点，顾客需要进行扫码登记

并接受体温测量，一切正常后才
能进入商场，检测点还配备了免
洗洗手液供大家使用。

每天营业前后，商场都会对
场地进行全面消毒，对重点区域
进行定时消杀措施，电梯扶手和
公共区域也会用配比后的消毒液

进行擦拭，确保不遗漏任何死角，
保障商场环境安全。

国泰百货门头沟店办公室主
任张海维说：“每天员工由专门的
员工通道进入卖场，每日进行体
温监测并记录在案，必须佩戴口
罩上岗。其次，设置体温异常隔

离区，应对突发的状况。”
此外，商场针对周末客流增

加的情况，制定了限流方案，防
止人员聚集。同时提示广大市
民，购物时要佩戴好口罩，尽量
选择非接触扫码付费，保持安全
距离。

本报讯（通讯员 刘梦）为持续
深入推进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近日，区农业农村局以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为着力点，结合疫
情防控，组织开展农村垃圾分类
巡查，督促指导农村人居环境长
效管护机制落实。

区农业农村局坚持以“红色门
头沟”党建为引领，专题部署了疫
情防控、农村垃圾分类巡查等工
作。成立了局主要领导为总指挥、
处级领导为组长的应急保障工作
小组，结合疫情防控、“创城”、垃
圾分类、各类应急值守 4个方面，
形成常态化应急保障工作机制，
抓好日常及假日期间巡查工作。

此次检查以包天、包镇的方

式，每天由 1名处级领导带领 4名
机关干部抽查10个村庄。主要对
各村内防疫值守情况、垃圾分类
标识是否清晰完整、垃圾暂存处
环境卫生、分类是否纯净等方面
开展巡查抽查。

坚持落实落细长效管护机
制，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任务圆满完成，以实
际行动守护好山好水好生态。截
至目前，全区 138个村中有 131个
村开启了定时定点上门收集、垃
圾不落地收运模式，培养村民主
动分类意识和良好的卫生习惯，
基本实现了农村生活垃圾不落地
全覆盖，逐步完善了户分类、村收
集、镇运输、区处理体系。

区农业农村局
开展农村地区垃圾分类巡查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营造安全购物环境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 刘鹏）
近日，我区24个村（社区）率先在
全市完成党组织换届选举。

据了解，按照全市统一部署，
2020年12月25日，我区启动村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2021
年1月4日，我区召开全区村（社
区）“两委”换届工作动员誓师大
会。2021年1月5日，我区在全
市率先完成14个村和10个社区
党组织换届选举。

在村（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
工作上，我区坚持党旗要举在前
面、党性考验要立在前面、细节要
谋在前面、靶向施策要发在前面、
纪律要挺在前面、关爱要暖在前
面、党政“一把手”要冲在前面，严
把换届选举质量关，选好领头雁，
配好当家人。

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王琳成
功当选为军庄镇新村党支部委
员。他也成为近年来新村学历最
高、年纪最小的村干部。王琳的
当选是我区将换届与培养基层后
备干部相结合，不断优化基层党
组织班子年龄和学历结构的具体
体现。

王琳说：“3年多来，我从协助
党支部书记抓支部规范化建设，
到跟村干部、党员一起战疫情，让
我越来越热爱农村工作。今天能
当选为村党支部委员，是全体党
员对我的信任，我一定珍惜机会，
不辱使命。”

为了破解农村基层党组织年
龄结构和文化结构不合理的困
境，近年来，我区坚持以“红色门
头沟”党建为引领，注重培养基层
后备干部，从本乡本土大学毕业
生、退役军人以及选调生、乡村振
兴协理员、农村党建助理员等人
员中培养选拔村级后备人才，通
过换届实现年龄、学历“一降一
升”。自2017年起，我区在全市
率先开展选派农村党建助理员工
作，先后吸引了140余名农村大
学生返乡工作。2019年换届时，
我区共有16名党建助理员当选
村“两委”干部。2021年1月5日
当天，5名党建助理员成功当选村

“两委”干部。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建

华说：“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我
区坚持‘七个在前面’要求，第一
时间成立村（社区）‘两委’换届工
作领导小组，旗帜鲜明地把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换届
选举的全过程和各环节。同时，
区领导深入镇街走访调研，带头
将换届工作抓在手上，为全区村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做表率。
为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区委在‘十
严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六个
不乱’的纪律要求，切实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前面，通过强化政策引
导、强化业务培训、强化风气监
督，严把换届选举程序关，确保选
出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

截至1月5日我区24个村（社区）
率先完成党组织换届选举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镇镇镇镇////街街街街
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镇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村级河长    
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巡河率

镇镇镇镇、、、、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村河长
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发现问题数

镇镇镇镇、、、、村河长发村河长发村河长发村河长发
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现问题整改率

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第三方发现
问题数问题数问题数问题数

第三方发现问题第三方发现问题第三方发现问题第三方发现问题
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整改率（（（（上周上周上周上周））））

1 大峪街道 100% 村级河长 
巡河率考核
不包含社区
级河长

- - 0 -
2 城子街道 100% - -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 - 0 -
4 大台街道 100% 3 100% 0 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 - 6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 - 2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 - 4 0%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2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 - 5 66%
10 王平镇 100% 100% - - 0 -
11 雁翅镇 100% 100% - - 9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 - 2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 - 3 -

全区合计 100% 100% 4 100% 33 67%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街镇名称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本月排名本月排名本月排名本月排名

门城地区

军庄镇 91.8 1

永定镇 91.43 2

城子街道 91.07 3

龙泉镇 90.79 4

潭柘寺镇 90.66 5

大峪街道 89.58 6

东辛房街道 89.1 7

其他地区

雁翅镇 91.82 1

妙峰山镇 91 2

王平镇 90.71 3

清水镇 89.99 4

大台街道 89.72 5

斋堂镇 89.39 6

本报讯（记者 郭映虹）连日
来，城子街道严格按照市、区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通过加大社会宣
传、加强卡口值守等多种方式，向
千家万户传递着疫情防控正能
量，用心守护辖区百姓安全。

在城子街道的各街巷显著位
置上，张贴着有关疫情防控的宣
传海报和提示标语，社区电子屏
24小时滚动播放着疫情防控宣传
片，让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保持社

交安全距离等一系列疫情防控知
识辐射到辖区内各处。

在各种宣传中，最特别的要
算一个个“行走的提示牌”了。
工作人员手举印有“勤洗手、戴
口罩”的大拇指提示牌，行走在大
街小巷间、驻守在社区卡口处，
一次次举牌与一声声提示，把做
好个人防护知识宣传到辖区内
各个角落，也持续传递着人与人
之间的温情。多措并举的宣传

方式，让百姓抬头可见，不断提
高着大家做好疫情防护的安全
意识。

此外，该街道还利用机关、社
区微信公众号平台和社区微信
群，向百姓及时发布疫情防控消
息，传播强堡垒、当先锋、战疫情
的正能量信息。

截至目前，共张贴疫情防控
公益宣传海报300余张，发放宣传
单400余张；利用社区电子屏24

小时滚动播放防控疫情公益宣传
片、宣传标语近1万频次。

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城
子街道党群联动，包片干部深入
社区布置防疫工作并协助社区进
行防疫检查，其他相关部门也积
极配合落实辖区内各门店的防疫
检查及卡口值守，切实将辖区内
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细，把
百姓的安全放在首位，筑牢疫情
防控铜墙铁壁。

城子街道传递防疫正能量用心守护辖区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