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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检查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废品堆积影响环境“未诉先办”协调解决
东辛房街道

解决管道堵塞问题

斑马线前的文明：停车礼让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石龙经济开发区4家企业“应接尽接”率100%

妙峰山镇炭厂村妙峰山镇炭厂村
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9494%%

▲ 清理中

区科信局
种植黑桃助力建设“百果山”

通讯业务送上门 公路建设者赞贴心

春到梨园剪枝忙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随着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全面开展，石龙
经济开发区服务中心和中关村科
技园区门头沟园各入驻企业积极
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为园区
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防线。

致力于分析仪器研发生产
的北京东西分析有限公司，是中
关村科技园区门头沟园首批疫
苗“应接尽接”率达100%的企业
之一，由于业务范围涉及全国各
地，公司的部分员工时常出差到
外省市。在启动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后，该公司积极响应，组织
动员全体员工进行疫苗接种，为
企业正常运转、职工安心生产提
供了有力保障。

一位员工说：“售后工作需
要经常出差，接触人比较多，接
种完疫苗后可以有效保证自身
安全。”

该公司总经理李晓鹏说：
“我们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员工积
极接种疫苗，从一开始就动员所
有部门领导、负责人带头接种，
对于不在京人员回京接种疫苗，

公司实报实销差旅费。”
像北京东西分析有限公司

这样新冠疫苗“应接尽接”率
100%的企业，目前中关村科技园
区门头沟园共有4家。石龙经济
开发区服务中心为进一步推进疫
苗接种工作，向这 4家企业颁发
了疫苗接种示范单位奖牌，并呼
吁广大企业学习示范单位的经
验，调动职工接种疫苗的积极性。

石龙经济开发区服务中心
还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
度，充分发挥“服务管家”机制作

用，对园区 249 家企业开展敲门
行动。除此之外，还邀请区卫生
健康委的工作人员开展新冠疫
苗专题讲座，解答企业员工的疑
问，消除他们的顾虑。截至目
前，园区已有 2691 人接种了疫
苗，接种率达到85.6%。

石龙经济开发区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陈金说：“我们将继续
强化组织动员工作，加强敲门行
动，以小组为主进行划片包干，
进一步强化组织落实，动员企业
积极参加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自我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启动以
来，妙峰山镇炭厂村以党建为引领，积极部署，有序推进，发动

“两委”干部、党员，通过大喇叭广播、微信群宣传、打电话、上
门走访等形式，向适宜接种的村民宣传疫苗接种的意义和相
关知识。

今年68岁的村医李全明也参与宣传工作，平时在为村民
看病的时候，他都会劝导大家积极接种疫苗，并宣传接种疫苗
的好处，消除村民的顾虑心理。他说：“村民们对我们很信任，
通过各种宣传，也知道了更多的疫苗接种相关知识，都积极报
名进行了疫苗接种，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据了解，炭厂村18至59岁人员共计234人，目前已有
220完成了疫苗接种，接种率达到了94%。60岁及以上老年
人102人，已接种34人。

“炭厂村是知名的民俗旅游村，我们将对神泉峡景区、民
俗接待户人员打印张贴接种单，让游客知晓景区和民俗户疫
苗接种情况，游客觉得我们这里很安全，让每一名游客都能玩
得舒心、吃得安心、住得放心。”炭厂村党建助理员付尚华说。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东辛房街道石门营新区七区社区
60岁及以上老年人遵循“愿接尽接”的原则，积极报名接种疫
苗。接种完疫苗后身体状况如何？接种流程怎么样？近日，
记者来到该社区进行了采访。

下午两点，在社区的小广场上，几位老人正在聊天，接种
完疫苗的社区居民吴桂兰说：“前些天，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
可以接种疫苗了，我马上就去接种了。接种疫苗后，没什么
反应。”旁边的老人们边点头边认真地听着。吴桂兰笑了笑，
自豪地说：“我70多岁了，要保护好自己，不给孩子添麻烦、不
给国家添负担。我是党员，更应该起带头作用。”身边的老人
听吴桂兰说到这儿，纷纷竖起大拇指。这下大家心里有了
底，急忙询问疫苗接种流程。

社区居民杨仁英说：“到了疫苗接种点之后，大家排好
队，医生会询问大家的身体状况，并填写表格，如果符合疫苗
接种条件，就可以去接种疫苗了。接种疫苗之后，留观30分
钟就可以回家了。”

王玉珍听完介绍后说：“原来我们还有点儿顾虑，看到杨
仁英大姐接种完疫苗一切正常，我和爱人也想把疫苗接种
了。”

石门营新区七区社区党委书记李玉霞表示:“对于60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打完第一剂后，居委会每天通过电话和入户
的形式对他们进行询问，做好记录，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

截至目前，石门营新区七区社区已有42名60岁及以上
老年人接种了新冠疫苗。

本报讯（记者 杨爽）眼下正
值果树春剪时节，记者在军庄镇
东山村的京白梨果园内看到，果
农正紧抓农时，对果树进行剪枝
和春季管护，田间地头呈现出一
派繁忙的景象。

三五成群的果农用剪刀或
剪枝器，对果树枝桠进行剪除。
经过修剪的梨树树冠形状饱满，
树枝分层向上伸展，更有利于提
升果实的产量和质量。

一位果农说：“春天果树树
体的营养该往上升了，剪下这些

多余的树枝，使京白梨果实能够
通风透光。”

据了解，今年东山村的果树
剪 枝 工 作 预 计 本 月 底 全 部 完
成。与此同时，村内的另一批果
农正在对京白梨果树进行春季
打药作业，使用专业农药防治病
虫害发生。

东山村党支部委员孟广才说：
“东山村共种植京白梨1000余亩，
每年要完成耕地、剪枝、打药等
多道程序，每年 8 月底左右开始
成熟，年产量一般在30万斤左右。”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国道 109 新线高速公路项目
第二工区项目部积极协调辖区内通讯公司，提供上门办
理业务服务，为公路建设者们解决各类通讯套餐难题。

在第二工区项目部的一楼大厅里，通讯公司的工作
人员正在为大家办理手机套餐业务。这些来自全国各地
的公路建设者，由于常年驻扎在施工工地，手机便成了他
们联络家人的重要通讯设备，能够第一时间享受到工作
地最优惠的手机套餐，将为他们节省更多的通讯费用。

一位办理完业务的公路建设者说：“工作人员介绍的
挺清楚，服务态度也很好，他们帮我选择了一个每个月 25
元钱的优惠套餐，我非常满意。”

记者在现场看到，通讯公司工作人员为了更好、更快
的办理各项业务，将多种业务办理设备搬到现场。现场
工作人员王钊说：“有一些业务是需要到营业厅才能办理
的，今天我们把身份验证、签字审核等设备都带到了现
场。同时，根据大家不同情况甄选了最优惠的套餐，帮助
他们最大程度上节省话费。”

据了解，工区还将利用工人的休息时间，根据他们的
不同需求，与通讯公司建立长效联系机制，方便工人们办
理各类通讯业务。

第二工区党支部书记张雷说：“项目部将会在医疗保
障、日常生活保障等方面积极对接驻地企业，为公路建设
者们提供更多的便捷，解决他们各方面的难题，让他们可
以更安心、放心、舒心地工作。”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近日，
区科信局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到
孟悟生态农业科技园开展植树
活动，栽植黑桃 300 余株，助力
我区打造“百果山”。

活动现场，20 余名党员在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分工协作，挥锹
铲土、扶苗填坑、培土踏实，各个
环节衔接有序，呈现出一派热火
朝天的劳动景象。

据了解，区科信局自 2020 年
以来，先后引进食用菌、葡萄、草
莓、杨梅、黑桃等10余个特色新果

品，以科技为支撑，拓展富民增收
“百果山”的内涵。除此之外，新
引进的特色水果黑桃，还将应用
到我区精品民宿产业之中，践行

“门头沟小院+”“百果山”的发展
思路，为我区农业产业园区的发
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推进农业
全面升级，实现乡村振兴。

区科信局副局长高同雨说：
“我们将陆续引种西洋梨、鲜食
山楂等高价值果品，积极融入我
区‘一园四区一小院’绿色发展
新格局。”

本报讯（记者 马燊 杨铮）
在“创城”过程中，机动车礼让行
人已经成为了大部分司机的共识
和习惯，但仍有小部分司机意识
薄弱，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没有
信号灯的路口，几乎所有的公交
车都能够做到礼让行人，但少部
分私家车驾驶员还没有养成这个
习惯。在公交车让行时，由于存
在视线盲区，私家车如不减速停
车，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当公交车在中间车道或右侧
车道礼让行人时，从车后大约5米
开始，到公交车车头部分，对于公
交车左侧车辆属于视线盲区，如

果公交车让行时外侧车辆不减速
或注意力不集中，极易造成安全
事故。这是私家车主和行人都要
高度警惕的问题，要为自身和他
人的安全负责。

一位市民说：“机动车礼让行
人，是避免交通事故、体现城市文
明的一种方式，更是机动车与行人
互相尊重的表现。我希望大家都
能互相照顾，减少事故的发生。”

一位机动车司机说：“看到公
交车停，我就会减速，看一下是否
有行人通过，跟着一起让行。如
果在没有行人通过的时候，开车
过路口我也会减速通过，要慢一
点才安全。”

大峪街道西山阅小区6号楼下
长期堆放废品杂物，影响小区整体环
境，居民对此怨声载道。

社区工作人员了解到百姓诉求
后进行走访，发现6号楼有一位老人
常年捡拾废品，堆放在楼前停放的一
辆废旧三轮车上，废旧物品经常摊落

一地，影响周边居民出行，存在消防
隐患。到了夏季散发异味，并易滋生
蚊蝇。

社区网格员和物业管家曾多次
联系老人进行劝阻，但问题始终没
有彻底解决。为了改善社区环境，
社区主动与社区民警、物业公司工

作人员对接，与老人家人取得联
系，对老人进行劝说。经过大家的
不懈努力，最终老人将堆放的物品
进行了清理，社区恢复了干净整洁
的良好秩序。居民对社区积极化
解百姓忧虑、排除矛盾隐患表示认
可和满意。

东辛房街道紫金新园三区的市民向
12345 热线反映，自家下水管道堵塞，希望
能够协调解决。

东辛房街道接诉后，石门营二区筹备组
和物业工作人员前往反映人家中进行现场
查看。经过调查发现，反映人家中下水管道
堵塞主要是因为前期房屋出租过程中，租户
从事工地餐饮供应，大量油污导致淤堵。考
虑到反映人家住一层，不及时清理可能会造
成化粪池反流，物业公司联系清掏车对化粪
池进行了清理，管道堵塞的问题得到了有效
化解。

东辛房街道转变治理理念，提高办事效
率，做到人到位、态度到位、措施到位、效果
到位、征询意见到位，主动向前、有力有效办
好群众家门口的小事，推动“主动治理、未诉
先办”，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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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后

本报讯（记者 闫吉 谢琪锦）
近期，永定镇434家商铺、七小门
店张贴了安心标识，有了它，市民
可以更安全放心地购物、就餐。

记者在Plus365 购物中心一
家商铺内看到，墙上张贴的一张绿
色标识格外醒目，上面写着“该店
从业人员已做到应接种尽接种”

“请放心消费”的字样，贴有这个标

识的商铺，代表该店员工按照“应
接尽接”的原则，新冠疫苗接种率
达100%。

张贴安心标识既是疫情防控
措施的展示，也是抗疫正能量的传
递，小小的举措，为前来购买商品
的市民营造了一个安心的购物环
境。一位市民说：“看到这个标识
之后，感觉在这里购物和就餐心里

比较踏实。”
Plus365 购物中心是永定地

区客流量较大的商业综合体，商场
物业管理部门也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积极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商场物业管理人员说：“商场
积极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宣传、动
员。管理工作人员带头接种疫苗，
同时，对各门店做好疫苗接种统计

工作，及时上报。”
截至目前，永定镇已对434家

商铺、七小门店张贴了安心标识。
商务楼宇、七小门店等领域已有
4211名从业人员接种新冠疫苗。

永定镇党委副书记聂爽说：
“我们会进一步加大宣传动员的力
度，同时，我们将新增一个疫苗接
种点，方便百姓就近接种疫苗。”

永定镇永定镇434434家商铺家商铺、、七小门店张贴安心标识七小门店张贴安心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