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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第三周(1.11-1.17）河长制基本情况

区妇联助力低收入农户增收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S1线持续强化疫情防控措施

我区城乡结合部居民
全员核酸检测

13个村35276人

景区限流管理 确保游客安全

防疫举措更具人性化 购物体验便利又安心

本报讯（通讯员蒋玫王婷）为确

保打赢低收入帮扶攻坚战，有效衔

接乡村振兴战略，区妇联充分发挥

妇联组织“联”字优势，全面实施

“同心牵手·比翼致富”鹊桥工程，

助力低收入农户“比翼双飞”增收，

低收入农户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实施鹊桥工程，“扶低”更“扶

志”。通过深入雁翅镇、清水镇、斋

堂镇调研，对全区35岁至60岁年

龄段的低收入群体的单身男女进

行数据统计分析，并结合他们的婚

恋意愿与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制定

《关于打造“同心牵手 比翼致富”鹊

桥工程 助力我区脱贫攻坚实施方

案》，同时开展“鹊桥助牵手 幸福感

党恩”等不同地域、不同场次的现

场互动、座谈交流、拓展训练等鹊

桥联谊活动，提升低收入农户脱低

信心，进一步促进大龄单身男女们

相识、相知、相恋，促成志趣相投的

单身男女成功牵手，共同增收致

富，为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巾

帼之力，据统计，两年间共有3对低

收入农户在各方力量帮扶下喜结

良缘，走上共同致富之路。

拓展联谊渠道，“脱单”更“脱

低”。与北京西城区、河北省涿鹿

县妇联签订框架协议，动员有意愿

的单身人员积极参与我区组织的

鹊桥相会活动，借助信誉度较高的

第三方机构——区便民服务中心，

努力搭建多种形式的线上线下牵

手相会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引

媳妇、招女婿”鹊桥联谊活动，通过

摸清情况问需求、京冀联手聚资

源、招龙引凤搭鹊桥、比翼双飞共

致富等方式，使低收入群体中大龄

男女幸福指数不断提升，人均收入

不断提高。在各方齐力帮扶下，斋

堂镇东胡林村低收入户刘丰信与

来自河北省的张生婷于2019年 1

月 15日正式成功牵手，组建了和

美家庭。婚后的刘丰信脸上多了笑

容，他与妻子勤劳肯干，年收入从人

均1万元增加到人均3万元，实现了

真正意义上的“脱低”又“脱单”。

开展技能培训，“输血”转“造

血”。“脱单”的同时，稳定就业作为农

户脱低增收的长效之策同样是区妇

联的关注重点。为使

低收入户掌握技能，增

强增收本领,区妇联举

办了技能培训，通过邀

请国家高级烹调技师讲解营养配餐

及厨艺技能，现场展示手工DIY月

饼制作等，让低收入户了解厨艺基

础知识和营养搭配，通过学习技能，

实现从被动“输血”到实现主动“造

血”的转变，增强致富信心，激发他们

自主创业、自立自强、脱贫致富的内

生动力。

下一步，区妇联将继续充分发

挥“联”字优势，精准帮扶，注重关

注低收入大龄男女婚恋问题，问需

于民，以建设妇女之家为契机，发

挥妇联组织优势，助力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闫吉 谢琪锦）
针对当前 的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S1
线持续强化疫情防控措施，通

过消毒、测温、限流等方式，坚

决守住疫情防控底线，确保运

营秩序。

记者在地铁 S1 线石厂站看

到，工作人员对进站的每位乘

客进行测量体温和安全检查，

并提示乘客戴好口罩。S1 线路

各站内都设置了隔离区，张贴

“一米线”标识，并利用广播和

公告的形式，强化疫情防控宣

传。同时，站内工作人员对站

厅、站台进行不间断巡视，时刻

提醒乘客保持安全距离 、戴好

口罩、保持距离、有序乘车，避

免出现排队扎堆的现象发生。

S1 线站区副站区长宋佳说：

“针对早晚高峰，我们加强现场

工作人员的现场值守力度，随着

客流增多，及时采取限流措施，

确保列车满载率不超过 90%。”

S1 线各站配备了酒精棉片

供乘客使用。保洁人员对乘客

接触较多的楼梯扶手 、自助售

票机和进出站刷卡机等重点部

位进行定时消毒，频次由原来

的一天 5 次改为一小时 1 次。

宋佳说：“列车每日运行回段后，

会由段内的保洁人员对列车进行全

面消毒。同时，各车站运营结束后，

会对回收的票卡进行集中消毒，静置

14天后投入使用，保证乘客的出

行安全。”

本报讯（记者高佳帅杨爽）面对

疫情防控新形势，各类公共场所如

何在严格落实防疫措施的前提下，

为顾客提供更为人性化的便民服

务？近日，记者来到壹公里果蔬黑

山店，体验这里疫情防控细节处的

新变化。

上午9时，门店迎来第一波客

流高峰。商店门口，划分出入口的

警戒线和提示标清晰可见，通道内

部多处张贴有“北京健康宝”登记二

维码，引导顾客分散扫码、有序进

出。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完成扫

码登记的顾客通过热成像仪测温后

有序进入商店。不擅长使用或未携

带智能手机的顾客，需要在进店登

记表上留下姓名、联系电话和现住

址等信息，待工作人员复核后才能

进店采购。

“防疫措施很人性化，不会使用

手机的老年人可以通过登记进入，

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在这儿买菜

也比较放心。”一位老年顾客说。

一位正在购买商品的顾客表

示：“每次来的时候，门口都有广播

提醒大家戴好口罩，每次都要扫码

才能进店，购物以后按照提示从专

用出口出去，感觉挺安全、挺放心

的。”

除此之外，壹公里果蔬黑山店

还进一步细化了疫情防控措施，通

过要求食品加工人员做好个人防

护、加大重点区域的日常消毒频次、

安排专人提醒顾客保持安全距离等

方式，使疫情防控和人文关怀贯穿

购物全过程，确保顾客购物便利、消

费安心。

该门店工作人员张亚南说：“门

店按照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针对

店内客流量大、老年顾客多等特点，

采取分时限流、专人引导、广播宣传

等措施，严格各环节的规范管控，为

顾客提供安心的购物环境。”

本报讯（记者张欣皓谢琪锦）
为扎实做好周六、日期间文化和

旅游领域疫情防控，防止人流大

规模聚集，我区各旅游景点和公

园继续贯彻落实限量、预约、错峰

要求。

记者在潭柘寺景区看到，门

口有专人负责值守，时刻提醒市

民进入景区时须佩戴口罩，测温

正常并出示“北京健康宝”绿码

者，才可进入景区。景区内也都

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多个位

置张贴“一米线”标识，时刻提醒

市民保持安全距离，室内区域也

进行了封闭，防止人员聚集。

潭柘寺景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景区实行实名网上预约制，并

实行单循环制，严格按照防控要

求执行。

据了解，节假日期间，我区各

景区公园按照限流75%开放的要

求，实时监控游客流量，采取限流

分流措施，一旦出现超过限流

75%的情况，将会停止预约售票

并禁止游客进入，确保景区和公

园安全有序。

本报讯（记者 闫吉 张修钰）
近日，我区按照北京市统一要求，

启动城乡结合部地区住户的集中

核酸检测工作。区相关部门和镇

村周密部署，迅速实施，确保核酸

检测工作有序开展。

记者在龙泉镇集中核酸检测

点看到，前来做核酸检测的市民，

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排

队，在完成体温测量后，市民们进

入等候区，在扫描“北京健康宝”

核酸检测预约码后进行核酸检

测。

龙泉镇副镇长朱利说：“龙泉

镇组织了60余人的工作专班，对

辖区内11个村居开展全员核酸

检测，我们积极对接专业消杀单

位和采样单位，确保顺利完成全

员核酸检测工作。”

在采样区内，穿戴防护装备

的医务人员两人一组，对市民进

行鼻拭子核酸采样，并落实“一人

一消毒”防控措施。

据了解，我区共有9个市级确

定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其中，军庄

镇有7个、永定镇和龙泉镇各1

个。在此基础上，我区又增加了军

庄镇灰峪村，龙泉镇龙泉务村、琉

璃渠村，永定镇侯庄子村，共计13

个村35276人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区卫健委应急办主任任京雪

说：“这次核酸检测我们从各医疗

机构抽取了专业人员，组成了核

酸检测队伍。在进入现场之前，

对整个队伍进行了专业的培训，

确保核酸检测工作顺利完成。”

开展公共区域消杀
保障市民安全健康

本报讯（记者 马燊 郭映虹）
当前，疫情防控仍处于关键时期，

我区各社区和公共场所持续做好

公共空间的日常消毒工作，为市

民安全健康提供保障。

近日，记者来到大峪街道月

季园东里社区，一大早工作人员

开始使用酒精，对单元楼门把手

和电梯按键等面积较小、居民接

触频次较高的部位进行消毒，同

时，使用配比好的消毒液，对楼

道、电梯地面、垃圾桶等公共区域

进行喷洒消毒，并填写好当日的

消毒记录。

“社区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对

公共区域进行消毒，还会认真填

写消毒记录，对居民来说是一份

安全保障，我住在这里觉得安心、

放心。”一位社区居民说。

酒店作为公共场所，服务人

群更加复杂，记者在位于石担路

的一家连锁酒店看到，在大厅入

口处，酒店设置了疫情防控检测

点，安排工作人员落实信息登记、

测温等防疫举措，并配备消毒酒

精、凝胶洗手液等防疫物资，前台

醒目位置还摆放着每日消毒的提

示牌。工作人员也会定时对公共

区域进行细致消毒。

酒店经理刘海艳说：“酒店的

公共区域消毒工作，主要集中在

大厅、电梯、地面几个部分，我们

严格按照要求，使用酒精和配比

后的消毒试剂，每两小时一次进

行消毒工作，给顾客营造安全的

使用环境，让顾客安心入住。”

本报讯（记者陈凯杨铮）近日，

区城管执法局对全区“三类场

所”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再监督，要求各企业切实做好防

控工作，全力确保公共场所安全

稳定。

在龙湖长安天街商场，执法

人员首先对商场入口处的测温记

录进行详细检查，要求工作人员

严格执行扫码、测温等防控措

施。随后，执法人员又到部分餐

饮经营单位，详细查看消毒记录

是否齐全，并督促企业继续强化

员工培训，切实提高防控意识。

从今年1月初开始，区城管执

法局对全区“三类场所”进行了多

次摸排，要求所有企业严格规范防

控流程，做好消毒与通风工作，落

实好分流措施，并通过微信群，与

各企业建立联系，随时随机进行抽

查，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永定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

长杨智说：“我们对辖区的商务楼

宇进行一天一覆盖的执法检查，

督促商业单位对疫情防控落实到

位，对落实不到位的进行公示，要

求立即整改，对多次出现问题的

要求其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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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第三方发现问

题整改率题整改率题整改率题整改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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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

5 潭柘寺镇 100% 100% 3 100% 5 0%

6 永定镇 100% 100% - - 1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 - 2 50%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2 10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 - 5 20%

10 王平镇 100% 100% - - 0 -

11 雁翅镇 100% 100% 1 100% 3 100%

12 斋堂镇 100% 100% - - 1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1 100% 3 100%

全区合计 100% 100% 6 100% 2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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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东辛房街道 97.6 1

大峪街道 97.3 2

城子街道 96.5 3

永定镇 95.7 4

潭柘寺镇 94.4 5

军庄镇 94.1 6

龙泉镇 92.2 7

其他地区

斋堂镇 98.1 1

大台街道 97.6 2

王平镇 97.3 3

妙峰山镇 96.8 4

清水镇 96 5

雁翅镇 95.7 6

凝聚巾帼力量“脱单”又“脱低”

加强疫情防控检查
确保公共场所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