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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镇新增一临时新冠疫苗接种点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3月31

日下午，永定镇京西嘉苑临时新
冠疫苗接种点正式投入使用。这
处新增的疫苗接种点位于北京八
中京西附属小学南侧，可为周边
社区居民提供就近的新冠疫苗接
种服务。当日下午一点半，该接
种点迎来了第一批市民。

65岁的钟济霖老人说：“原
来的接种点离我家很远，走过去
要好几公里，就一直没去，听说这
地方开了一个接种点，我赶紧就来
了，一看这环境还真是挺不错。”

这处新增的新冠疫苗接种
点，室内面积370平方米，全部接
种流程都在一楼进行。记者发
现，这里的服务很人性化，门口处
设有老年人专座，免去了他们排
队等候的辛苦。此外，这里安排
了两个单独的房间，女性可以单

独进行新冠疫苗接种。留观区
内，还配有饮水机和各种医疗器
材，医务人员可为接种人员提供
医疗咨询和紧急救助。

正在留观区的赵凤才老人
对这处新增的疫苗接种点很满
意，他说：“家里两个孩子都接种
了，看他们没有什么反应，我就
来了，一个是这里离家很近，就
近接种了。还有国家投入了大
量的资金研究出这个疫苗，给咱
们群众免费打，这是国家给咱们
的福利啊！既然给了这种待遇，
就应该好好享受，不仅是对自己
负责，也是对家庭负责、对周边
的人负责。”

下一步，永定镇将结合“走千
家、进万户、访民情、听民声”大走
访活动，进一步加大宣传动员，全
力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记者 高晴）3月 30
日，区直机关工委联合区城市管
理委开展门头沟区生活垃圾分类
21天习惯养成打卡活动动员会。

记者从动员会上了解到，4月
1日至21日，区直机关系统各单
位在职党员、职工可通过微信“群
打卡”小程序，拍照上传各自家庭
中垃圾分类情况，并分享分类感
受，进一步强化垃圾分类意识，养
成自觉分类习惯。

参与此次动员会的机关党
员说：“通过这次动员会让我感
受到咱们区对垃圾分类工作逐
渐地在细化，作为一名党员，我
会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充分
发挥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

我区通过开展该项活动，倡
导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充分
发挥示范引领和表率带动作用，
形成全民自觉参与垃圾分类、践
行垃圾分类的社会氛围，努力实
现居民垃圾自主分类投放准确率
85％的工作目标。

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杜成忠
说：“希望各基层党组织发挥作
用，以个人带动家庭、以点带面，
实现垃圾分类全民总动员。”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曝光台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曝光台
根据北京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全

区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强我区安全生产
重大事故隐患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力度，现
将 2021年第一季度我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情况
公布如下，请各镇街、各行业部门进一步提升安全

生产管理水平，持续加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
力度，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北京市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
2021年4月1日

我区殡葬行业接种新冠疫苗
“应接尽接”率达99.1%

本报讯（记者 马燊）记者从
区民政局了解到，截至3月31日
17时，我区殡葬行业新冠疫苗接
种人数已达224人，“应接尽接”
率达99.1%。为迎接本周末的祭
扫高峰，区殡仪馆和天山陵园均
已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记者在天山陵园门前看到，
祭扫群众在出示健康宝并测量体
温后，有序进入。为进一步落实
好疫情防控措施，天山陵园开通
了线上线下两种预约通道，同时
采取车辆单向行驶的方式，保障
祭扫秩序，避免道路拥堵。

天山陵园负责人尹素峡说：
“我们按照市、区相关要求，组织

工作人员进行了疫苗接种。本
周末和清明假期，我们将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和祭扫高峰服务保
障工作。”

区殡仪馆也积极落实各项
防疫要求，所有祭扫群众入园均
需要出示健康码和预约码，园内
广播循环播放防疫和防火相关
要求。

区殡仪馆党支部委员夏冰告
诉记者：“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已经
全员完成了疫苗接种。此外，为
了应对祭扫高峰，我们成立了专
班，在防火、疏堵、防疫等各个方
面做好准备，为祭扫群众营造安
全、健康、有序的祭扫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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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环保举措促国道多项环保举措促国道109109新线高速公路绿色施工新线高速公路绿色施工

本报讯（记者 杨铮）国道109新
线高速公路项目各工区建立环保管
理专项制度，严格落实施工地扬尘
防控措施，确保绿色施工、文明施
工。

记者在国道 109新线高速公路
项目第一、二工区隧道和桥梁建设
施工现场看到，隧道洞口放置了雾
炮机和风机，有效降低了挖掘时所
产生的扬尘。同时，工地门口处的
洗轮机对进出的运输车辆车轮进行
冲洗，防止车辆在驶离工地后造成
道路泥沙遗撒。

此外，施工单位对所有裸露土
地进行苫盖，并安排车辆根据现场
施工情况随时进行洒水作业。针对
电焊作业所产生的污染气体，工地
增设了焊烟净化器，对气体进行过

滤。第一工区项目副经理许梦杰
说:“土地比较疏松的地方，我们采
用了双层苫盖，所有的苫盖网都用
了U型勾进行了固定，这样可以苫
盖得更牢固，不易被大风吹走。”

据了解，国道 109 新线高速公
路项目作为市区两级重点工程，采
取严格的施工管控措施，各工区集
中开展培训，强化施工人员的环保
意识，坚持“预防为主，治理为辅”，

在生态环境保护、地下水防污染、建
筑垃圾处理等方面集中发力，制定
环保管理专项方案，搭建起各层级
职能分配明确的环境管理体系，保
证施工环境达标。

无人机助力我区交通路况巡查无人机助力我区交通路况巡查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区公安

分局交通支队结合地区实际，引入
无人机助力路况巡查，打造“空地”
一体的公安交通勤务新机制，进一
步强化重要时间节点的交通服务
保障。

上周末，随着清明祭扫和踏青
旅游的市民逐渐增多，108国道辅
线上车辆络绎不绝。作为通往万佛
华侨陵园和潭戒两寺的重要道路，

交通压力骤增。为及时掌握路况信
息，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引入了四
翼无人机来帮忙。

在地铁 S1线石厂站门口，记
者看到专业人员正在使用无人机
对现场路况进行实时监测。大风
之中，无人机仍可正常升空执勤，
对重点道路进行巡逻。视野宽、机
动灵活、值守时间长的特点，让无
人机成了交警的“空中眼睛”和巡

查利器。在执勤过程中，通过无人
机画面，交警发现一起交通事故，
立即操控无人机前往事故地点上
空详细查看。

交警告诉记者：“它可以快速到
达事故现场，就拥堵路段进行高空
喊话或者通过视频回传到指挥中
心。清晰的回传画面，可以让指挥
中心的交警更加快速便捷地对道路
交通进行指挥，并安排地面警力赶

往现场进行处理。”
据悉，整套系统的投入使用，将

实现对区内国市道、快速路常态化
无人机的定向巡航，并深度推进无
人机在交通执法、缓堵治乱、安全宣
传等方面的功能延伸。

目前，区公安分局已有3架无
人机应用到交通巡逻执勤中，空地
协同的交通管理新机制，也将更加
高效地维护地区交通秩序。

签约家庭医生 打通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闫吉 谢琪锦）没

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近
年来，我区不断推进签约家庭医生
服务，为市民提供诊疗和健康管理
为一体的个性化便捷医疗服务模
式，真正做到健康服务零距离。

“最近药都吃完了？想再拿点
儿药？咱们不是已经签了家庭医生
协议吗？您这个降糖药、降压药都
属于慢性病的长处方范围，您一次
最多可拿到3个月的药量，省得您老
跑了。”今年60岁的社区居民徐俊有
一早就来看病取药，他是门城社区
卫生服务站中心向东站王孟燃医生
的签约服务对象，从2015年开始就
在这里看病、体检、拿药，全家都建
立了单独的健康档案。

徐俊有说：“签约家庭医生王孟
燃对我们全家人的身体状况都了如
指掌，还对我们每个人都进行了健
康方面的指导，非常贴心，而且在这
儿看病离家又近又不用排队，真是

太方便了！”
首诊在社区、大病在医院、康

复回社区、居家有医疗，签约家庭
医生这种全科医生加护士的服务团
队新模式正引领着社区医疗迈入新
阶段。

王孟燃介绍：“现在，我们每个
团队平均每年签约1200人左右，我
们会根据患者不同的病情、身体状
况，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另外，还
建立了患者的微信交流群，让我们
与患者的沟通更加便利。”

按照因地制宜、重点人群重点
服务的原则，签约家庭医生不仅能
就近就医，快速就医，还能电话预约
上门问诊，这对于山区百姓来说就
医更是有了保障。记者跟随妙峰山
卫生院签约家庭医生李琼，前往下
苇甸村村民张桂兴老人的家中，路
上她向记者介绍了老人的情况：“今
天去的这家，是我们团队签约的独
居高龄老人。他有高血压、糖尿病

病史，平时长期在家服用一些药
物。他腿脚不太好，如果有需要我
们就送药上门。”

一到张桂兴老人的家，李琼还
没脱下外套，就忙着把带来的药亲
手递到了老人手里。在签约家庭医
生服务之前，老人每次都要坐公交
车到镇里卫生院拿药、看病，年纪大
再加上腿脚不好，这样远距离两头
跑对张桂兴老人来说非常不方便。
现在，老人不用出门，打个电话，李
琼就会上门，对他进行细致的检查，
记录下老人的身体状况，叮嘱他日
常的注意事项：“您左腿比右腿稍微
肿点，平常晚上睡觉的时候，腿下搭
个枕头，控一控。”

在张桂兴老人的心中，签约家
庭医生已成为他的“第
一分诊台”，张桂兴说：

“我有什么不舒服就给
他们打电话，听到他们
的答复，我才会踏实。

他们经常还会给我打电话，问我身
体怎么样，特别负责任。”

正是因为有了签约家庭医生的
守护，才保证了村民的平安健康。
打通了山区群众看病就医的“最后
一公里”，让山区群众有了健康“守
护神”。

据了解，我区签约家庭医生服
务自2011年开始，截至去年12月
底，共签约133360人。其中，高血
压、孕产妇、重性精神病患者等重点
人群签约 80706 人，占比 63%；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签约44538人，占
比 92.79%。越来越多的患者和居
民享受到了健康管理服务的红利，
实实在在提升了百姓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解码小康生活解码小康生活解码小康生活

龙泉镇迎来辖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高峰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龙泉

镇通过上门动员、广播宣传、专车
接送等方式，广泛动员辖区市民
接种新冠疫苗。目前，该辖区内
两个新冠疫苗接种点每天都有大
批市民前来接种，他们用实际行
动支持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在大峪村新冠疫苗临时接种
点，前来接种的市民络绎不绝。
接种点内，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市民有序排队接种新冠疫苗。对
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接种点
还安排医护人员在接种前对他们
进行血压测量和健康咨询，提供
细致周到的接种服务。

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我以

前有点顾虑，担心自己血压偏高，
接种不了。到了之后，跟医护人
员咨询，告诉我可以接种。国家
免费让咱们接种新冠疫苗，我觉
得能打的必须得打。”

据了解，龙泉镇共有三家店、
大峪村两个临时新冠疫苗接种
点，近一周时间，两个接种点每天
接种新冠疫苗近千人。

大峪村新冠疫苗接种点负责
人说：“随着接种人员数量的增
加，镇里和各村居都派专人到现
场维持秩序，针对新冠疫苗接种
高峰时期，我们也压缩了休息时
间，及时调整上岗人员，以最佳状
态投入到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中。”

大峪街道为新冠疫苗
“应接尽接”楼门张贴安心卡

本报讯（记者 何依锋）近日，
大峪街道向辖区内33个社区实
现新冠疫苗“应接尽接”的单元楼
门和商户张贴安心楼门卡和安
心单位卡，让广大居民一目了然
了解新冠疫苗接种情况，为居民
生产、生活营造更安心的公共卫
生安全环境。

大峪街道德露苑社区共有
105个单元楼门3900余人，目前
新冠疫苗接种率已达到82.5%。
社区工作人员已为全部完成“应接
尽接”的20个单元楼门张贴了安
心楼门卡。“这表明我们楼门12户
人都打疫苗了，现在出来进去感觉
心里特别踏实。”家住1号楼2单
元的辛先生在看到单元楼门口新
张贴的安心卡后，感觉非常开心。

不只是单元楼门，社区内12

家商户的工作人员也全部完成了
疫苗接种，在每家商户的大门口
醒目位置都贴上了安心单位卡。
一家理发店的工作人员说：“我们
接种疫苗能够让顾客感觉安全，
大家来我们店也比较放心。”

德露苑社区为了更好地开展
疫苗接种工作，通过积极发动业
委会、物业企业、全体党员、社区
志愿者、楼门长等80多人，按照
党员包户、支部包片、楼门长包
人、志愿者包自己的原则，积极入
户宣传，发动广大居民积极进行
新冠疫苗接种。该社区党委书记
孙云鹏表示：“我们也制定了居
民接种的积分政策，让更多的
居民在享受到实惠的前提下进
行疫苗接种，共同筑牢我们社
区的防疫长城。”

序号 行政相对人 处罚决定日期 处罚事由 处罚依据 处罚类别 处罚结果

1
北京中杰科技有限公
司

2021年1月8日
存在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
营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 罚款 10000元

2
北京明金兴隆机械设
备租赁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1日
存在一名从业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培
训直接上岗作业的安全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
（三）项

罚款 5000元

3
北京可信可达建材有
限公司

2021年1月12日
存在未与水泥供应方签订专门的安
全生产管理协议的安全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第二款 罚款 5000元

4

5
北京市门头沟区西斋
堂村燕华液化气站 

2021年1月22日
未按照要求指导用户安全用气，未
对液化气设施进行安全检查。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罚款 49000元

6
北京万达特通讯技术
有限公司

2021年3月9日
存在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
营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 罚款 10000元

7
北京市轩和餐饮有限
公司  

2021年3月15日
存在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档案不健全的行为

违反了《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
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8
北京茶思味餐饮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9日
存在生产经营场所安全出口未保持
畅通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九条
第二款

9
北京盛泰仁和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9日
存在从业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培训直
接上岗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
（三）项

罚款 5000元

10
邯郸拓建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2021年3月22日
存在二级配电箱防护不到位、临电
线缆无防护的安全隐患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警告、罚款 10000元

11
重庆京跃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2021年3月22日
存在一名工人安全教育试卷未评分
的安全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
（四）项

罚款 3000元

12
四川省建弘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9日
存在电焊操作人员无证作业的安全
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
（七）项

罚款 5000元

13
北京科艺文化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3日 存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行为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警告、罚款 10000元

北京清淇阁餐饮服务
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4日
存在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档案不健全的行为          

违反了《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
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罚款 2000元

罚款 2000元

罚款 3000元

20212021年第一季度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结果公示年第一季度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结果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