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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维修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楼道灌风引降温

“未诉先办”装封盖
经营环境欠佳 立即约谈整改

新时代 新女性 做尊法守法明白人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消防指战员 公路建设者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疫苗接种信息全程可追溯疫苗接种信息全程可追溯

▲ 现场执法

区委老干部局
“三八”妇女节送祝福

本报讯（记者 杨铮）自我区开展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全区各单
位积极行动，按照统一部署有序进
行疫苗接种。其中，区消防救援支
队率先完成机关单位应接尽接工
作，目前，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员全部
完成接种，应接尽接率达100%。

在永定镇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内，身穿蓝色制服的消防指战员们
格外醒目，他们按照流程，有序进行
疫苗接种。在他们心里，接种新冠疫
苗如同救援任务一样，都非常重要。

一位接种完第二剂新冠疫苗的
消防指战员说：“医生详细说明了接
种的注意事项，两针疫苗接种完后，
我的身体没有任何不良反应，在以
后的工作中心里更踏实了。”

永定消防救援站消防指战员何
明峻说：“我平时的工作就是保障老
百姓的安全，但是在这场抗疫过程
中，如果我要是保证不了自身安全，
就没有办法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
安全，所以我必须接种疫苗！”

截至目前，区消防救援支队共
有263人接种完两剂新冠疫苗，应
接尽接率达100%。

区消防救援支队防疫工作组组
长宫锡浩说：“我们进行了广泛的宣

传工作，按照应接尽接的原则，广大
消防指战员们积极报名参与，接种
疫苗后，将在单位内部形成有效的
免疫屏障，为全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和灭火救援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项目各
工区积极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努力构建免疫屏障，全力确保工程

安全有序推进。
在清水镇的新冠疫苗临时接种

点内，记者看到，大批来自国道109
新线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者们，纷
纷自愿报名接种新冠疫苗，打疫苗、
抗病毒，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
重视。

接种现场井然有序，建设者们

按照要求保持一米距离排队进入接
种点，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完成

“北京健康宝”扫码、个人信息登记、
疫苗接种等环节，在完成接种后，到
留观室进行观察等待。

许多建设者结束假期回到工作
岗位，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接种新冠
疫苗，第十一工区负责工程测量的
靳志豪就是其中一员。靳志豪说：

“看了很多新闻报道了解到接种疫
苗是安全有效的防疫措施，复工之
后第一时间我就过来报名参加了接
种。工地人流量比较大，接种了疫
苗，心里才踏实。”

据了解，为了做好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第十一工区积极与清水镇
进行对接，提前统筹接种人群和接
种时间，并按照工作性质分批进行
接种，确保接种工作顺利进行。

清水镇副镇长尹琦说：“我们统
筹了镇级疫苗接种点的接种时间顺
序，给建设者们安排了专场，全力确
保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项目各工
区应接尽接、愿接尽接。”

截至3月8日，国道109新线高
速公路参建单位已有1389人接种
新冠疫苗，其中859人完成了第二
剂接种。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如
何对疫苗接种信息进行溯源管理？
怎样查询并获取疫苗接种凭证？随
着新冠疫苗全面接种工作的开展，
市民对疫苗接种流程中的大数据应
用环节愈发关注。为此，本报记者
走访了东辛房街道疫苗接种点。

近日，记者在东辛房街道疫苗
接种点看到，当天下午接种疫苗的
第一批市民已陆续进入留观区等候
观察。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提示下，

几名留观的市民拿出手机，打开“北
京健康宝”小程序进行查询，发现刚
刚的接种信息已在服务查询页面显
示了。

一位市民说：“今天现场接种的
过程非常顺利。打完疫苗之后，我
已经在留观区等了10分钟左右。‘北
京健康宝’里面已经显示我接种完
第一剂疫苗了。”

在疫苗接种区，接种信息的录
入上传同样高效顺畅。3名医生通

过统一配发的个人账号和规定入
口，将每名接种市民的身份证号和
联系方式输入疫苗接种系统平台，
并扫描疫苗追溯码进行信息关联，
在1分钟内实现受种者和疫苗信息
的双向溯源。

东辛房街道疫苗接种点负责人
冯海洪说：“受种者在接种完成后，
接种信息会实时上传到北京市新冠
疫苗接种信息库。这个信息库和

‘北京健康宝’小程序是联动的，受

种者在接种完成后，最快10分钟就
可以在‘北京健康宝’上查到自己的
接种信息。”

工作人员还提示，两剂新冠疫
苗接种完成后，“北京健康宝”将显
示“疫苗接种完成”状态。在此状态
下，市民进入“健康服务预约查询”
页面的“疫苗接种”选项，点击页面
下方的“导出或打印接种凭证”按
钮，复制链接到浏览器，便可完成电
子版接种凭证下载。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双峪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向市场内各果蔬
商户发放统一制作的价格标牌，在
方便百姓买菜的同时，也提升了市
场整体形象。

小小的标牌在商户的手里有
了更多的用途，不仅菜价标注明
确，还在标牌上添加了对产品的简
单描述，方便市民选购。

醒目的标牌摆放在每种蔬菜
和水果的上面，统一的尺寸和颜色
让每个摊位都变得干净整洁，更是
为商户提供了不少便利。一位商
户说：“以前我们都是自己找一些
纸板、泡沫在上面写价格，不太整
齐。现在统一制作了绿色标牌，方
便整洁，用起来效果很好。”

双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我
区成立较早、规模较大、客流量较
多的大型农贸市场，市场管理处为
督促商户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共
向水果区和蔬菜区的 150 家商户
发放统一价格标牌 3000 个，并持
续完善硬件设施，全力打造便民、
利民、舒适、整洁的购物环境。

双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负责
人高雪琴说：“下一步，我们还要
对支付二维码进行统一规范、对肉
类水产大厅的设备设施进行改造，
为市民创造良好的购物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李征）“三
八”妇女节前，区委老干部局为离
休和局级退休女性干部送去了问
候，让她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爱和关怀。

区委老干部局为离休和局级
退休女性干部送去了消毒液等物
品，希望她们保重身体、做好防
护。同时，充分发挥自身政治、阅
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继续关心
和支持全区各项工作，为区内的

各项建设积极建言献计，在全区
“创城”工作中不断发挥正能量，
推进我区的全面发展。

在今后工作中，区委老干部
局将继续秉承“关心、热心、诚心
为老干部服务”的宗旨，加强对离
退休干部的关心关爱力度，充分
利用北京市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
理平台把老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做
实、做细、做深，助力全区老干部
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马晓雨）近日，
区司法局、区律师协会带领我区
女律师讲师团走进妙峰山镇水
峪嘴村，开展了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6名女律师主要围
绕《民法典》实施后，妇女在婚姻
家庭中权利与义务的变化这一
内容，就结婚、家庭关系等内容
涉及的法律条文进行解读，通过
以案释法的形式，为大家送去了
一场内容丰富的法律讲座。

活动现场，女律师们分别对
家务劳动价值认定、共同债务认

定、孩子的抚养权等热点话题接
受法律咨询并进行了详实生动
的解答。本次活动共发放各种
法律宣传资料100余份,接受群
众法律咨询20余次。

区司法局将继续组织全体
村居公益法律顾问，深入基层，
广泛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讲
座等活动，持续开展“新时代、新
女性，做尊法守法明白人”律师
志愿服务活动，强化我区妇女依
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引导妇女
群众学法、知法、守法、尊法。

本报讯（通讯员 李武）3 月 8
日，付家台中心小学举办了“三
八”妇女节庆祝活动。

付家台中心小学的全体师
生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中，大
家热情高涨，女教师们带来了精
彩绚丽的时装风采秀，把对美的
理解和对生活的美好向往融入
其中。男教师们也通过深情的
诗朗诵为女教师们送上了真挚

的祝福。学生们更是伴着音乐，
走起 T 台步，展示自我，用自己
稚嫩的声音，给女教师们带来问
候和祝福。

此次活动让女教师们在紧
张的工作中释放了压力、放松了
心情、陶冶了情操，提升了个人
魅力和文化情操，激发了工作热
情，感受到了付家台中心小学大
家庭的温情关怀。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明）3月
8日,大峪街道新桥社区组织开展
庆“三八”健步行活动，共有300
余名社区女同胞参加了活动。

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大
家沿着新桥大街进行健步行活动。
途经新桥花园、龙山家园，最后回到
出发地。一路上，居民们个个神采

奕奕、步伐矫健，全面展示社区女
同胞们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
面貌和新时代女性的绚丽风采。

通过此次健步行活动，弘扬
了全民健身理念，锻炼了辖区妇
女们的身体和意志，加深了妇女
之间的交流，让她们感受到节日
带来的喜悦和欢乐。

近日，市民反映永定镇某
店铺销售的肉不新鲜，绞馅机
绞完肉后不进行清理，卫生不
达标，希望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查处。

区市场监管局接诉后，执法
人员立即前往现场核查，并联系
经营者进行约谈。执法人员对
商户进货凭证及肉品检验检疫
证明等材料进行检查，针对市民

反映的卫生问题，要求经营者立
即整改，对于食品加工工具、经
营场地按要求进行定时清理，保
持店内卫生。同时，提示经营人
员保持良好的经营习惯，完整留
存好进销货台账等材料，并严格
按照防疫指引和相关要求，做好
防疫工作，对来访人员进行登
记、定时消杀，保持安全卫生的
店内环境。经营者态度诚恳，向
反映人表示歉意，并承诺日后加
强自查管理，为顾客创造良好的
消费环境。

区市场监管局始终高度重
视“接诉即办”工作，不断加强
业务学习，提升法条的理解和
应用，在处置市民诉求过程中
积累相关经验，提高处置效
率。该局两个小时内完成了现
场检查和市民回复工作，反映
人对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表示
非常认可。

近日，城子街道龙门新区三区社区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
时，一位居民反映楼道灌风，导致自己家屋内温度有所降低
的情况。

社区工作人员立即前往现场查看了解情况，该楼为6层
板楼没有电梯，一进楼门就有寒风扑面而来，而且楼层越高
风力越大。经过排查，所有楼道的窗户都处于关闭状态，并
且未出现破损情况，直到工作人员到达顶层才发现楼顶的天
井封盖敞开着，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小区物业负责人说明
情况。

物业工作人员经过现场勘查，发现天井封盖由于常年风
吹日晒破碎了。经过社区与物业协商，对小区所有天井进行
摸排，对破损的封盖进行统一更换。经过一周的紧急处理，
小区内5个天井封盖全部进行了更换，并对所有封盖进行了
加固，为居民创造良好居住环境。百姓对社区工作表示非常
满意。

龙门三区社区始终关注居民生活的点点滴滴，以主动担
当作为、真情为民服务的实效践行初心使命，不断推进“接诉
即办”向“未诉先办”延伸，帮助居民排忧解难，提升居民的幸
福感。

新桥社区开展健步行活动

付家台中心小学师生展风采

双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统一价格标牌

本报讯 近日，妙峰山镇组织
开展“巾帼心向党 争做拓荒牛”

“三八”妇女节主题文化活动，激
励广大妇女干部群众发扬“三牛”
精神，凝聚巾帼力量，争做有为的
新时代女性。

老师们通过授课讲解、现场
示范、交流互动等方式与妇女干
部群众一同制作布艺品，大家精
神饱满，气氛融洽，你帮我，我帮

她，忙得不亦乐乎，现场不时传
来阵阵欢声笑语。大家用双手
为自己送上节日的温暖祝福，更
体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昂扬
斗志。

主题文化活动的开展，展现
了妙峰山镇女同胞携手并肩，同
心协力，立足岗位，争做新时代有
为新女性的决心。

妙峰山镇/供稿

巾帼心向党 争做拓荒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