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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镇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确保防疫工作落实到位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我区启动九类重点人群第二剂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景山学校门头沟校区中学部
建设项目有望年底交付

我区创新机制
保障社保基金安全

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
各工区全面强化廉政建设

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加强行业疫情防控检查

本报讯（记者屈媛）为应对当前

疫情防控形势，龙泉镇全面做好镇

域内，特别是琉璃渠村、龙泉务村等

城乡结合部地区“七小”门店的疫情

防控监管、执法工作。

2020年12月21日以来，该镇

综合行政执法队、市场监管所等职

能部门紧密配合、精准发力，对辖区

“三类场所”“七小”门店开展全面摸

排。执法人员对商场超市、餐饮食

堂、小便民店等门店开展疫情防控

执法检查，重点检查各门店测温验

码、佩戴口罩、场所消毒、“一米线”、

消杀通风记录等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截至目前，龙泉镇先后出动执

法人员380余人次，开展疫情防控

检查1545家次，已实现对辖区内

237家“三类场所”，330家“七小”门

店全覆盖式摸排。截至目前，龙泉

镇已检查发现存在疫情防控落实不

到位门店32家，执法公示32家，关

停经营门店4家。针对发现的问

题，执法人员均现场要求责任单位

立行立改。通过持续高压态势执法

检查，层层压实责任落实，确保压力

传导至“七小”门店单位负责人。

下一步，龙泉镇将继续加大对

辖区“三类场所”“七小”门店的执法

检查覆盖面和执法检查力度，确保

各社会单位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到位。

又讯（记者 屈媛）连日来，龙泉

镇针对防疫重点场所，不断加强对

辖区3家市场的监督、管控力度，要

求持续行动、排查盲点、精准施策、

措施到位，进一步完善市场疫情防

控措施，确保市场供应安全稳定。

要求各市场进一步认清当前疫

情形势，提高对防疫工作的重视程

度，充分发挥主体作用落实好各项

防控措施，确保市场供应持续稳

定。同时，要求各商户落实职责，强

化自身疫情防控措施，严格按照市

场管理要求落实摊位消杀、佩戴口

罩等防护措施。

对各市场出入口进行进一步优

化，搭建硬质隔离围栏进行人员疏

导，增加出入引导人员班次及数量，

确保扫码、测温、佩戴口罩及“一米

线”要求落实到位；坚持每天至少2

轮次对公共区域进行集中消杀；对

店外采买商户设置相应隔离桩，疏导

顾客有序排队不扎堆；安排专职工作

人员持续开展市场内部巡逻，提示顾

客强化防护，监督商户落实措施。

龙泉镇相关负责人每日到市场

进行检查指导，发现问题当场督促

整改，协调聘请专业消杀队伍定期

统一为市场开展集中消杀；配备相

应的热成像监控设备及大屏幕监控

设备，进一步强化出入口体温监测；

调配保安人员参与市场值守与劝

导，增加人员力量，确保市场防疫工

作平稳有序。

本报讯（记者闫吉谢琪锦）1月
24日上午，我区启动九类重点人群

第二剂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计划利

用17天时间，全面完成本阶段接种

任务。

截至2021年1月14日，我区已

完成重点人群第一剂疫苗接种，累

计接种人数超1.4万人。

受种人员依据组织单位与接种

门诊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有序前往

指定的临时接种点进行接种。记者

在大峪街道文化中心临时接种点看

到，受种的医护工作者在签署完疫

苗接种同意书后，陆续进行第二剂

接种。新冠疫苗第二剂接种现场流

程与第一剂接种相同，受种者仍需

如实向医护人员反映自身健康状

况，并在接种后留观30分钟。

一位受种的医务人员说：“在接

种完疫苗的第一剂之后，感觉没什

么反应，刚刚接种完疫苗的第二剂

也没有出现什么副作用。接种疫苗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安全保护，更是

对社会的一份责任。”

据了解，我区将按照“接种要求

不变、组织渠道不变、疫苗品种不

变”的原则，做好第二剂接种动员组

织工作，确保第一剂和第二剂有序

衔接。本次使用的新冠疫苗是全病

毒灭活疫苗，推荐的免疫程序为两

针。

门城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管护师王丽娟说：“按照第一针剂与

第二针间隔21天的原则，压茬推

进，预计在2月9日完成第二剂接种

工作。”

截至1月25日，我区九类重点

人群第二剂新冠疫苗已接种1715

人。在此提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

后，仍需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

风，做好个人防护等常态化疫情防

控的各项措施。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杨铮）
记者从区工程中心了解到，景山

学校门头沟校区初、高中部项目

工程施工进展顺利，目前，所有主

体结构已经全部封顶，预计将于

今年底实现交付。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学校

主建筑已经初步成形，教学楼、宿

舍楼等楼体已经封顶，楼内主体

结构已经建设完成，项目部工作

人员正在对下一步施工方案进行

现场勘查。

京能建设景山学校项目部土

建工长胡鹏辉介绍：“接下来，工

程主要进行二次结构的砖墙砌

筑，以及一些细节的装饰装修，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我们会

尽快完成所有配套，争取在今年

底，所有工程达到交付标准。”

据了解，景山学校门头沟校

区初、高中部总建筑面积56230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风雨操场、

游泳馆、教学楼、宿舍楼等。由于

学校地处半山坡，为结合学校依

山的地形，彰显文化氛围，施工方

在设计中充分利用山体的自然景

观，结合乔、灌、草多层次绿化设计，

与现代化的景观水体，形成绿树成

荫、山水并存的生态校园，建成后的

学校绿化面积将达30％以上。

本报讯（记者陈凯杨铮）中铁

京西（北京）高速公路发展有限

公司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在国道 109 新线高速公路全线

各工区开展“红色门头沟，多彩

智慧路”主题党日活动，全力构

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

系制机，以党建引领带动工程

建设。

记者在第七工区项目部看

到，楼道和办公室的墙上都张贴

了廉洁从业“十不准”的宣传海

报，每个办公桌上都摆放着廉洁

教育警示桌牌。不只是宣传，工

区项目部还与每名聘用人员签

订《廉政建设协议书》，加强对干

部的监督管理。此外，工区还建

立了青年之家，定期组织开展各

类党日活动。

第七工区党支部书记魏元海

说：“结合主题党日活动，把工区

党风廉政建设贯彻到日常工作

中去，落实到每名党员干部，用

实际行动推动高速公路建设。”

据了解，国道109新线高速

公路建设项目工程系统复杂、施

工时间长、投资大。为了打造廉

洁工程，中铁京西公司通过建立

廉洁风险台账、开展廉洁从业培

训、建设廉洁文化长廊等方式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在全线各工区

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廉洁文化

氛围。截至目前，共制作廉洁教

育警示桌牌200余块、宣传海报

50多张，开展各类廉洁活动40

余次、廉政党课60余次。

本报讯（通讯员 高秋明）
近日，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全面

加强行业疫情防控检查，累计开

展执法检查16次，出动执法人员

45人次。

执法人员针对私屠滥宰行

为，非食用动物和动物产品经营

活动，动物展览、演出和比赛等

活动进行执法检查；对开展涉及

动物检疫证章标志使用行为，以

及水生野生动物猎捕和交易等

方面监督检查；强化指定进京路

口运输动物及动物产品车辆监

管；加强动物诊疗行业监督检

查，要求企业坚决落实防控主体

责任，坚持扫码、登记和测温等

防控措施。

下一步，区农业综合执法大

队将继续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全

区农业生产经营平稳有序。

本报讯（通讯员 刘琳）近日，

区司法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共同签署《关于有效防范社

区矫正对象违规领取养老保险待

遇相关工作的意见》，合力防范社

区矫正对象违规领取养老保险待

遇问题。

据了解，区司法局在以往工

作中发现，部分社区矫正对象涉

嫌存在违规领取养老金情况。针

对这一情况，区司法局开展专项

清查，做到《社区矫正对象养老

金领取情况明白纸》应签尽签；

开展个别教育，督促违规领取人

员退缴相关款项；开展政策宣

讲，将领取养老金的相关政策规

定纳入办理入矫宣告的教育内

容；组织已退休或临近退休年龄

的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养老金领取

政策主题教育活动，堵塞可能引

发的监管风险。

同时，为了构建长效机制，区

司法局深入研究新颁布施行的

《社区矫正法》，从制度层面寻求

破局解决方法。此次《意见》的出

台，正是根据社区矫正法有关社

区矫正工作相关部门之间依法进

行信息共享的法治精神，通过建

立组织协调、信息共享、警示教育

等工作机制，有效防范社区矫正

对象违规领取养老保险待遇问

题，共同保障社保基金安全。

一、征集主题：
在京过大年

二、征集内容：
留京过年的务工人员照片

三、征集时间：

1月22日至2月26日

四、具体要求：
1.文字要素：

准确提供拍摄人物的姓名、原本过年要回哪里、

从事的工作或岗位

2.照片要求：

① 拍摄人物为留京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建议

拍摄不同工种，而不仅限于不同行业；

② 画面需展示人物特色、岗位特点，可为单人

照或多人合影，不限景别；

③ 提交照片为 jpg格式，不要视频截图；

④ 拍摄人物需佩戴口罩。

五、展示平台：
成品可用于门头沟融媒微信公众号、APP图集、

微博、抖音、《京西时报》等平台。

六、征集邮箱：
mtgrmtzx@126.com

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

1月份第四周(1.18-1.24）河长制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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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第三方发

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现问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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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

2 城子街道 100% - - 0 -

3 东辛房街道 100% - - 0 -

4 大台街道 100% - - 0 10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1 0% 0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 - 0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 - 0 0%

8 军庄镇 100% 100% 1 100% 0 5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1 100% 4 80%

10 王平镇 100% 100% - - 1 -

11 雁翅镇 100% 100% - - 0 0%

12 斋堂镇 100% 100% - - 1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 - 0 100%

全区合计 100% 100% 4 50% 6 71%

远离冰面远离冰面 杜绝隐患杜绝隐患
本报讯（记者杨铮陈凯）严冬时

节，很多河湖水面都结了冰，近日，

记者在龙泉湾看到，不少市民都在

河湖上面进行滑冰运动。尽管冬天

气温下降，但不是所有冰层都结实，

有些地方依旧存在安全隐患，市民

在冬季应远离冰面，如果不慎落入

冰面之下，一定要采取科学的救援

方法。

据了解，现在室外温度普遍较

低，河湖都结了冰，但是冰面厚度和

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当

冰面的厚度达到15厘米时，只能承

受一个成年人站立不动的重量，当

厚度达到30厘米以上时，才能承受

住一个成年人在上面行走的重量。

冰面的承重力，用肉眼无法进行判

断。已经结冰的河面，也会因为气

温的波动和河流水位的影响，而发

生冰面厚度不均的情况，此时在冰

面上行走，极有可能发生冰面破裂，

导致落水，威胁自身安全。如果不

慎在冰面落水，应保持镇静，采取科

学方法进行自救。

龙泉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陈森林

说：“发生危险后，第一时间不要慌

张，首先要寻找到旁边结实的冰面，

然后双手打开趴在冰面上，同时双

脚要像游泳一样上下拍打水面，利

用拍打水面的推力，使身体滑出冰

窟窿。爬出水面后，让身体以匍匐

或者是翻滚的姿势，离开危险冰面区

域，到达岸边安全的地方。匍匐或翻

滚姿势可以有效分散身体重量的受

力面积，避免二次落水的危险。”

如果发现有人从冰面坠入水

中，要立即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在等

待救援人员到来的时候，旁人在确

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利用身边

物资对被困者实施救援。

救援人员提示：“不要盲目地进

行救援，首先应该在附近寻找一些

结实的木棍和绳索，如果没有绳索

的情况下，可以利用衣服自制成绳

索，对被困者进行施救。冬季应远

离河湖冰面，进行滑冰、滑雪等冬季

运动时，应选择专业正规的场地，确

保自身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