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市场监管局
对我区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2021年3月19日 星期五

■ 本版编辑/李继颖 ■ 美编/郭其瑞2 综合

3月份第2周环境检查得分情况

人才高速路

全区各镇街有序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1.北京意高科技有限公司
（1）办公室文员：1名，不限学历，月薪350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13671000472 丁经理

2.北京中成泰富餐饮有限公司
（1）厨师：5名，不限学历，月薪4500-5500元

（2）面点师：5名，不限学历，月薪3500-4500元

（3）切配菜工：10名，不限学历，月薪3000-3500元

（4）洗刷工：10名，不限学历，月薪3000-3500元

（5）食品检查员：1名，不限学历，月薪3000-350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13522187878 张经理

3.北京华朗博科技有限公司明恩眼科诊所
（1）前台：2名，大专学历，月薪5000元以上

（2）验光师：2名，大专学历，月薪8000元以上

（3）角膜塑形镜验配师：1名，大专学历，月薪10000元以上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010-69865507 15210493858 姚老师

本表格由区环境办提供

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提供

东辛房街道
引导居民有序停车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日，
东辛房街道针对石门营地区乱停
车问题，采取多项举措，引导辖区
居民规范、有序停车。

记者在石门营一区外部道路
看到，非机动车道与步行道之间
的路缘石都喷有代表禁止停放车
辆的黄色实线，但是路侧仍停满
机动车。还有部分车辆直接停放
在行车道上，给其他正常通行的
车辆带来安全隐患。

针对车辆乱停放的情况，东
辛房街道积极与区相关部门沟通
协调，在周边6个社区已有4900

余个停车位的基础上，又规划路
侧停车位572个。同时，东辛房
街道不断加大宣传力度，累计发
放《致居民的一封信》14000封，
张贴温馨提示单18000张，引导
居民规范停车。

东辛房街道城管办主任刘芬
说：“目前，对石门营地区6个社
区完成了3轮大规模的规范停车
宣传。下一步，街道将继续联合
区相关部门，加大乱停车整治工
作的力度，引导车主规范停车，确
保辖区内公共交通秩序良好，保
障道路安全畅通。”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近日，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我区民营、
个体医疗机构进行专项监督检
查。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私营医
疗机构在经营和服务当中，是否
存在仿冒、混淆使用“协和”“同
仁”等知名医院商标和字号；药品
药械和医疗服务是否明码标价、
是否存在价格欺诈；是否违规利
用医患人员和科研机构等形象做
疗效证明、承诺和夸大疗效、违规
发布虚假广告欺骗和诱导患者等

违法行为。对存在问题的医疗机
构，责令其立即整改。

据了解，我区目前有民营、个
体等各类医疗服务机构252家。
其中，非营利性机构220余家、营
利性机构30余家。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桂
卫军说：“今后，我们将加强对医
疗机构的培训，围绕医疗机构许
可事项加强监管，严厉打击各种
违法行为。同时，与相关部门加强
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确保患者就
医环境安全和生命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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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街镇名称 得分 本周排名

门城地区

军庄镇 95.7 1

潭柘寺镇 95.2 2
城子街道 94.4 3

永定镇 94.1 4

东辛房街道 93.8 5
大峪街道 92.8 6

龙泉镇 92.5 7

其他地区

雁翅镇 95.4 1

大台街道 95.1 2

斋堂镇 94.1 3
清水镇 93.8 4

妙峰山镇 92.2 5

王平镇 91.9 6

争分夺秒 广泛动员 精细服务 精准发力

本报综合报道 连日来，全区各
镇街争分夺秒，精准发力做好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

大台街道六个到户六个讲清楚
大台街道坚持“干部到户，见面

到人；宣传到户，引导到人；政策到
户，落实到人；问题到户，解决到人；
环境到户，文明到人；效果到户，满
意到人”的原则，在通过微信公众
号、社区广播等媒介广泛宣传疫苗
接种工作的基础上，一方面，组织街
道、社区干部深入群众当中，通过电
话沟通、上门面对面交流，做到“六
个讲清楚”。另一方面，推动社区党
员、“平安户长”“党员群众中心户”、
志愿者等群体当好贴心宣传员，邀
请专业医护人员开展科普宣讲。黄
土台社区的一位居民说：“我之前对
接种疫苗不太了解，通过街道的宣
传，我渐渐地明白了接种疫苗不仅
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是尽到对社
会的一种责任。”

3月3日，大台街道率先完成了
18至59岁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9个社区内符合条件的居民已全
部接种完毕，完成“应接尽接”100%
的目标任务。该街道快速启动了
60岁及以上人群疫苗接种工作。

永定镇层层压实各级责任
永定镇强化目标导向，加大宣

传引导力度，结合“走千家、进万户、
访民情、听民声”大走访活动，持续
开展多轮“敲门行动”，了解居民接
种意愿，积极引导居民疫苗早打早
安全、早打早受益，确保实现“应接
尽接”的工作目标。

永定镇广泛动员 51 个村居
3000余名“红色永定”网军力量，开
展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立体
化宣传。同时，层层压实各级责任，
班子成员、包村科室、村居齐上阵，

镇防疫办认真落实协调督促职责，
党群办、平安建设办、永定镇综合执
法队等相关部门下沉一线落实相关
保障职责，村居落实主体责任，充分
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通过召开
村（居）民大会，形成党员带头、身边
家属朋友带动更多人的“1+n”组织
动员模式，做好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大峪街道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大峪街道组织召开领导班子成

员、包居干部、社区书记参与的疫苗
接种工作推进、培训会7次，督促社
区进一步扩大动员范围。结合微信
公众号、微信群等新媒体平台形成
大宣传格局，积极向居民宣传疫苗
接种信息。基层党组织采取书记讲
党课的形式，持续动员党员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实现疫苗接种宣传动
员全覆盖。

大峪街道备足疫苗接种、问诊、
登记、急救、管理等工作的医护人
员，配备志愿者20人，负责疫苗接
种点现场组织和秩序维护，确保疫
苗接种工作有序高效进行。重点加
强对60岁及以上人群的问诊、疫苗
接种工作的服务保障，老年人接种
意愿持续高涨。

军庄镇日会商 日调度 勤督导
军庄镇成立镇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全面把握工作节奏。建立
“日会商、日调度”工作机制和督导
检查机制，明确任务书、时间表、路
线图，稳妥有序推进疫苗接种工
作。定制了疫苗接种宣传包，综合
运用电子屏、横幅标语、宣传栏等线
下宣传方式，结合微信朋友圈等线
上宣传的方式，每日不间断推送到
11个村居党员群、村居工作群，截
至目前已推送88批次。

军庄镇面向辖区群众发放调查
问卷，提前了解掌握群众对疫苗接

种工作普遍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
通过一系列宣传消除群众思想顾
虑。

依托红色零距离暖心室，积极
开展“疫苗接种我先行”活动，11个
村居党员和“两委”干部带头进行疫
苗接种，带动片区群众积极报名。
注重服务细节和人文关怀，加强人
员、车辆服务保障，做好工作人员的
培训和疫苗接种人员的现场服务，
确保百姓安全接种。

妙峰山镇线上线下同频共振
妙峰山镇广泛调动镇机关干

部、17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进行
全覆盖、逐户逐人、拉网式宣传引
导。针对摸排情况精准分类建立人
员台账，确保不漏一人，建立党员干
部“一对一”包干负责制度，全力以
赴构建人群免疫屏障。

该镇采取线上和线下同频共振
的宣传方式，包村科室、村“两委”干
部网格式摸排人员情况及健康状
况，各村村医点对点向村民宣传普
及疫苗接种知识。此外，强化统筹
调度，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具体职
责，统一安排好疫苗接种顺序，落实
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发动医护、机关
等各方骨干力量，每日对疫苗接种
现场开展2次消杀作业，做好秩序
维护、车辆调度、人员组织等服务保
障工作。抽调机关20余名骨干力
量维护现场秩序，保证疫苗接种工
作平稳有序完成。

王平镇普及防疫科普知识
王平镇组织镇领导班子成员、

包村组长、各村居负责人多次召开
新冠疫苗接种动员部署、宣传培训
等会议，对《王平镇疫苗接种工作方
案》及疫苗接种相关数据统计报送
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安排机关干
部、村居干部、保安到疫苗接种点维

持秩序，同时积极与区相关部门对
接，规范疫苗接种点的场地设置、接
种流程、网络服务环境、视频监控、
冷链冰箱温度监控等工作。

各村居充分发挥“两委”班子成
员示范引领作用，发动包村（居）干
部、志愿者等多方力量积极参与到
疫情防控工作中来，在前期摸排的
基础上，积极采取入户宣传、张贴海
报、广播等多种方式，普及防疫科普
知识及大规模接种疫苗的重要意
义，广泛开展居民思想工作动员，引
导地区群众主动接种、尽早接种，全
面保障人民健康安全。

清水镇爱心车队接送转运
清水镇制定了《清水镇大规模

疫苗接种工作方案》，党委书记带头
讲党课，推动疫苗接种工作做深、做
实。同时，依托“三会一课”、村党支
部书记例会、“红色接力·五行五先”
专项行动等载体，深入反复开展再
动员、再部署、再推进、再落实，确保
党员干部思想不松、疫苗接种工作
温度不降。

清水镇统筹协调卫生院开展
“宣传服务进村户”行动，整合医护
人员、机关干部工作力量，集中一周
时间分组入村，实地宣传，着力解决
镇域范围广、人员年龄大、交通不便
等突出问题，确保“应接尽接”。组
建32支村级爱心车队，全力做好疫
苗接种人员接送转运工作。建立疫
苗接种工作“日汇总、日调度、日通
报”工作制度，用“赛马”机制激发党
员干部担当作为。建立党员干部

“一对一”包干负责制度，分类细化
应对措施，确保摸底动员“不漏一
户、不落一人”。

截至3月17日，全区累计接种
新冠疫苗第1剂80711人，其中，1
月1日至2月17日接种34167人，2
月18日至3月17日接种46544人。

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项目饮马鞍隧道完成斜井建设
本报讯（记者 马燊 杨铮）国道 109新线高

速公路项目饮马鞍隧道工程进展顺利，目前，
隧道两处斜井工程已建设完成，隧道将全面进
入主洞施工阶段。

今年 1月 19日，饮马鞍隧道 2号斜井完成
建设。3月 14日，隧道 1号斜井完成建设。至
此，整条隧道的所有斜井建设已全部贯通主
洞。

据了解，饮马鞍隧道不仅是国道 109新线
高速公路项目中最长的一个隧道建设项目，同
时也是目前全市最长的在建三车隧道。斜井贯
通主洞后，隧道会增加多个作业面，工程也将再
次提速。

本报讯（记者 刘鹏）连日来，斋
堂镇牛战村按照“户分类、村收集、
镇运输”的三级处理模式，多举措做
好垃圾分类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不断强化村民垃圾分类意识，维护
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

早上9点，牛战村垃圾分类指
导员史孟良，开始挨家挨户收集村
民家门口的垃圾。在村民分类的基

础上，再进行二次分拣。村民梁仕
兰说：“实施垃圾分类以来，村里的
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每天早晨6点至上午10点，是
牛战村上门收集垃圾的定点时间，
村民会把垃圾放到自家门口，史孟
良和另一名垃圾分类指导员负责村
内垃圾收集、运输，并指导和监督村
民正确分类。逐户收集后，史孟良

会将垃圾运送到村内垃圾转运站，
进行第三次分拣。

除了日常管理，村委会还定期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指导村民
做好“户分类”工作。按照规定达到
分类标准的住户，村委会每月奖励
每户价值30元左右的日用品。

牛战村党支部书记刘维说：“我
们会向垃圾分类达标的村民奖励一

些垃圾袋、垃圾桶、夹子、手套等生
活用品，让村民对垃圾分类更有积
极性。”

40个重点项目
服务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2021年全体会议指出，市未成年
人保护委员会正式启动2021年
40个重点项目，由全市27家委办
局单独或联合承接。这些项目紧
紧围绕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提出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
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
法保护“六个保护”设计谋划，涵盖
思想引领、法治教育、心理服务、家
庭教育、校园治理、司法救助、知识
普及等多方面内容，积极回应未成
年人对保护和发展的新期待新需
求。

据了解，2021年服务未成年

人40个重点项目，对很多当前社
会普遍关心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问题作出了积极回应。会议还印
发了《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委员名单》《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
委员会及委员单位工作职责》《北
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工作制
度》《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总结汇编》《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
委员会2021年工作要点》等文件，
进一步加强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
会自身建设，积极服务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发展。

来源：北京青年报
——北京头条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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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一线

据了解，饮马鞍隧道为双
洞分离式隧道，左线全长 6574
米，右线全长 6614 米。负责施
工建设的第五工区为强化质量
安全管控，满足施工节点工期
要求，在设置 138.25米永久性 2
号斜井的同时，增设 248.25 米
临时性1号斜井，降低质量安全
管控风险，强化施工保障，增加施
工作业面，大幅缩短施工时间。

第五工区副经理王旭说：
“斜井建设完成后，我们将采取
‘长隧短打’模式进行正洞施

工，隧道增加 8个作业面，同步
进行施工挖掘。一方面利用斜
井，优化通风、排水方案，改善
洞内施工环境，另一方面全力
加快施工进度。”

饮马鞍隧道是国道 109 新
线高速公路项目中，首个完成
斜井贯通主洞的工程项目。目
前，1号斜井正在进行挡墙关模
板和石护坡勾缝作业，2号斜井
正在进行焊接风水管法兰盘和
刷油漆作业，预计 2023 年实现
隧道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