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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第1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坚守工作岗位 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安全有序

我区开展春节走访慰问
困难退役军人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杨爽）近日，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困难退役军
人慰问帮扶活动，为他们送去党
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营造良好
的社会风尚。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召开座
谈会、入户慰问等多种形式，先后
走访慰问了因病致困的退役军
人、抗美援朝老战士及困难退役
军人等18人。

在与退役军人的亲切交谈
中，慰问组详细了解了退役军人
的身体和家庭状况，积极为困难

老兵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并送上慰问品和新春祝福。同
时，感谢他们为祖国、部队以及人
民作出的积极贡献，并嘱咐他们
安心生活、保重身体，充分发挥好
军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积极
传递社会正能量。

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纯清说：
“感谢党和政府给我送来慰问品，
给我宣讲退役军人保障法，让我
深深地感受到党和政府对退役军
人的关心、帮扶以及权益的保
障。”

景区加强安全演练景区加强安全演练 确保游客游园安全确保游客游园安全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 屈媛）近

日，森林消防救援机动中队、区疾控中
心等部门与戒台寺景区联合开展应急
演练，进一步提高景区工作人员初起
火灾扑救、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力。

演练模拟戒台寺塔林一处林地

发生起火冒烟情况，正在巡视的景
区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通知景区指
挥中心，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后，拨打
报警电话，然后拿着铁锹、灭火器等
器材立即赶往起火地点进行扑救，
森林消防救援队赶到现场后，及时

扑灭火情。
随后的防疫演练，模拟景区入

口处发现一名游客体温异常，工作
人员详细询问该游客近期行程，随
后送往景区隔离点进行进一步检
查，同时将情况上报至区疾控中心，

景区随即停止售票，禁止所有人员
出入，并进行环境消毒。

戒台寺景区总经理助理曹春芳
说：“此次演练目的是为了增强防火和
防疫的意识，提高大家团结协作能力，
保障景区安全，确保游客游园安全。”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本报综合报道 2021年春节，
我区各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工作岗
位，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安全有序。

区公安分局广大干警坚守岗
位，800余人次警力深入一线开展
烟花爆竹禁放工作。针对主要大
街、重点社区、重点部位、重点道路
等2000余个禁放点位开展不间断、
常态化巡逻防控，妥善做好各类突
发事件处置工作。

此外，公安机关始终坚持严厉
打击非法储存、运输、买卖烟花爆竹
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人身、财产安全。今年以来，共行
政拘留相关违法人员8人，罚款3
起，收缴非法烟花爆竹199箱。

区环卫中心的工作人员们用自
己的辛勤劳动，为城市除尘迎新，让
城市焕发整洁清新的面貌。

上午8点，区环卫中心一队大
峪班组的环卫工人按照工作部署，
维护门城地区主要大街的卫生环

境。垃圾桶清理、道路清扫、护栏
清洗，每位环卫工人各司其职。同
时，按照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在
清理垃圾桶时，除了做好垃圾分类
回收，还要仔细对每一个桶箱进行
喷淋消毒，垃圾桶四周的地面也要
消毒刷洗。

区环卫中心根据我区春节期
间的实际情况和节日特点，作出相
应部署，全力维护干净整洁的城市
环境。区环卫中心一队环卫工人
王会金说：“春节期间，我们工作时
间有所调整，早晨提前上岗1小时，
白天针对车站、超市周边人流量比
较大的地方，增加了保洁人数和保
洁频次。”

据了解，春节期间，我区1300
多名一线环卫工作人员坚守岗位，
对各自负责的区域进行全面清扫，
强化城市基础设施保洁力度，全力
做好2021年春节期间的环境卫生
服务管理工作，为市民营造一个清

新、优美的市容环境。
区城管执法局结合疫情防控工

作，积极组织相关镇街综合行政执法
队，对门城地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全力做好春节期间安全保障工作。

执法人员对沿街商户进行抽
查，重点检查各门店防疫岗位设置、
测温验码、环境消杀等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情况，并根据检查结果，对餐
饮企业负责人进行提示和指导，要
求企业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进一步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督促
员工正确佩戴口罩，做好顾客测温
登记。

龙泉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
员耿亚东说：“我们将继续加强辖区
餐饮商户的各项检查，对之前疫情
防控不合格的商户进行公示、燃气
安全存在问题的单位进行复查，如
果发现有存在拒不整改的情况，将
进行加重处罚。”

春节前夕，区卫健委接到了上
级部署的春节假期下沉社区疫情防
控值守工作任务。红色战“疫”尖兵

班临时党支部积极向卫健委请缨，
用实际行动减轻卫健系统抗疫一线
人员节日值守压力。本次任务尖兵
班14人全员参与排班，从2月11日
至2月17日奔赴到城子街道龙门新
区三区社区4个点位，协助开展社
区疫情防控。

“今天是春节假期的第一天，这
片小区都是回迁户，年轻人都过来
和父母一起过年来了，人员出入比
较频繁，疫情防控责任重大。”除夕
一大早就到防控点值守的任正新
说。作为尖兵班党龄最长的队员，
他主动与队友换班包揽了除夕一整
天的值守。

7天，14人，56个班次，每班5
个小时，为这个春节作出的奉献不
仅仅是这280个小时，他们每天还
分批次开展院感防控和小诊所检
查，统计汇总冷链数据、防控物资使
用与储备情况，报送每日核酸检测、
密接人员转运等情况。尖兵班成员
放弃节日休息冲在一线，用实际行
动助力我区疫情防控。

（上接 第1版）
5.接种新冠疫苗可能会出现

什么不良反应？
答：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

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常见的不良
反应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头痛
发热，还有接种部位局部的红晕，
或者出现了硬块，另外还有一些
人有咳嗽、食欲不振、呕吐、腹泻
这样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

6.出现不良反应怎么办？
答：接种对象完成接种后，应

在接种现场留观 30 分钟方可离
开，现场工作人员会告知受种者
接种新冠疫苗常见不良反应、注
意事项、后续健康状况观察、处置
建议以及联系方式等。回家后出
现了不良反应相关症状，报告接
种点工作人员，必要时及时就医。

7.新冠疫苗和其他疫苗可以
一起打吗？

答：不建议与其他疫苗同时
接种。目前国内所有可及的新冠
疫苗均为灭活疫苗，相对来说安
全性也较好。不过，对于新冠疫
苗这个疫苗家族新成员，我们建
议在接种时间上最好能与其他疫
苗分开，相隔至少两周以上，尽量
减少非预期的相互影响，同时也
需要密切观察接种后的反应。

8.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要注意
哪些事情？

答：在接种新冠疫苗前，应按
照组织接种人员通知，主动提供
健康状况，按要求携带身份证，做
好个人防护，了解接种点的接种
流程。接种疫苗时，要认真阅读
并如实填写疫苗接种知情同意
书，接种完毕需在接种点留观 30
分钟。接种疫苗之后要保证接种
部位的清洁，当天不要见水；接种
之后一天之内注意观察体征；如
果出现持续发烧等现象，可以就
近到医院就医，并向接种单位报
告。

9.打了新冠疫苗，是不是还
要继续戴口罩？

答：到目前为止，任何疫苗的
保护效果都不能达到 100%，少数
人接种后仍可能不产生保护力或
者发病。目前，人群免疫屏障尚
未建立。因此，接种疫苗后仍需要
做好戴口罩、勤洗手、开窗通风、保
持社交距离等个人防护措施。

10.接种新冠疫苗后还需做
核酸检测吗？接种证明能否替代
核酸检测报告？

答：接种疫苗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感染风险，但任何疫苗
的保护效果都不能达到 100%，必
要时仍应配合相关部门进行核酸
检测。

门头沟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提供

关于新冠疫苗
您要了解的十件事

区光荣院多措并举
让老人欢度新春

本报讯（记者 耿伟）区光荣
院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积
极营造年味浓、人情暖的节日氛围。

区光荣院严格落实各项疫情
防控措施，一线服务人员取消通
勤，进行封闭管理，并签订不聚
集、不聚餐等防疫措施承诺书。
节前全面排查消防隐患，全力确
保院内安全稳定。

区光荣院提前制定了节日期
间的食谱，发到每一个休养员手

中，让大家提意见，感受如在家般
的温馨。为在院休养员购买了糕
点、水果等节日慰问品。还采购
了充足年货，制作熟食、年糕、豆
腐等，保障春节伙食供应。

挂灯笼、送福牛、贴福字、送
鲜花、贴春联，工作人员精心装
扮，让整个院内洋溢着浓浓的年
味儿。此外，还组织开展趣味运
动会、迎新春联谊会等文化活动，
营造节日氛围，感受过年喜悦。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开水外溢造成短路
检查清理恢复通电

举一反三快速处理
解决年夜饭退订问题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近日，市民反映，在门城地区某饭店
预订了年夜饭，但是考虑到目前北京疫情
防控形势，想要退订年夜饭，经与饭店负
责人沟通无果，希望相关部门协调退费问
题。

区市场监管局接诉后，大峪市场所高
度重视，经过缜密研判，将市民诉求定性
为“疫情期间餐馆年夜饭退费案件”，执法
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中有关事项，结合去年疫情初期遇到
的退费问题，充分灵活运用以往处理此类
案件的经验，采用“菜单式工作法”进行调

解，最终反映人与饭店达成一致意见。
据了解，去年，为快速有效解决市民

年夜饭退费难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建立
快速办理机制，通过对群众诉求的逐一登
记、列表比对，结合年夜饭餐饮单位的反
馈，推出“菜单式工作法”，总结出几类商
户可接受且消费者认同的退餐、退订金方
法，让消费者以“菜单点菜”的方式，从中
自主选择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诉求，避
免了逐个与商家和消费者一对一沟通，大
大提高了处置效率，同时也减少了对正常
经营秩序的干扰。

近日，家住城子街道七棵树东街社
区120号院4号楼的杨阿姨向社区居委
会求助，称家里电闸跳闸停电了，但是
无法合拢，目前只有孙子和她在家，希
望社区能够尽快帮助联系人员进行维
修。

社区工作人员立即前往杨阿姨家
中，并联系专业电工上门进行维修。经
排查,是由于杨阿姨使用电热壶烧水
时，水外溢到底座，导致电源短路，造成
楼道内的电闸启动自我保护模式。为
了确保用电安全，维修师傅使用专用电
笔将杨阿姨家中所有电源插座进行了

测试排查，并对被水浸泡的底座进行了
清理，随后将电闸向上合拢，恢复正常
供电。

杨阿姨说：“家里停电后非常不便，
居委会给解决了大问题。现在，生活中
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社区居
委会。”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居民的信任承
载着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肯定，代表着百
姓对政府工作的支持与认可。社区将
会一如既往地做好百姓服务工作，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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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永定镇 96.8 1

军庄镇 96.2 2

东辛房街道 96 3

城子街道 95.7 4

大峪街道 95.4 5

潭柘寺镇 95.2 6

龙泉镇 94.4 7

其他地区

斋堂镇 97.3 1

清水镇 96.8 2

雁翅镇 96.5 3

王平镇 96 4

大台街道 95.7 5

妙峰山镇 94.9 6

本表格由区河长办提供

2月份第一周(2.1-2.7）河长制基本情况

序号 镇/街 镇级河长巡河率 村级河长巡河率
镇、村河长

发现问题数

镇、村河长

发现问题整改率
第三方发现问题数

第三方发现问题整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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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50%

5 潭柘寺镇 100% 100% - - 4 100%

6 永定镇 100% 100% - - 5 100%

7 龙泉镇 100% 100% - - 4 60%

8 军庄镇 100% 100% 2 100% 5 50%

9 妙峰山镇 100% 100% - - 6 33%

10 王平镇 100% 100% - - 2 100%

11 雁翅镇 100% 100% - - 7 0%

12 斋堂镇 100% 100% - - 5 100%

13 清水镇 100% 100% - - 4 100%

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全区合计 100100100100%%%% 100%100%100%100% 2 100% 47474747 64%64%64%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