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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一区居民向大峪街道新冠疫苗接种点送锦旗龙山一区居民向大峪街道新冠疫苗接种点送锦旗

河湖管护员河湖管护员：：永定河生态环境的守护人永定河生态环境的守护人

新冠疫苗流动接种车正式启用
本报讯（记者杨爽）4月7日下

午，我区首辆新冠疫苗流动接种车

在永定河文化广场正式投入使用。

下午1点半，一辆蓝绿相间的

新冠疫苗流动接种车停驻在永定

河文化广场门口，吸引了往来市民

的目光。车上设有冷链区和接种

区两个区域，冷链区配备冷藏箱、

空调、空气净化器等硬件设施，接

种区两侧共设置1个预检台和3个

接种台，可根据实际情况机动调整

接种台开放数量。

与常规接种点不同的是，车内

温度较高，所以每个接种台旁都设

有用于储存新冠疫苗的医疗冷藏

箱。接种疫苗的居民按照指示标

识在通道处排队等候，依次完成信

息登记和疫苗接种步骤。整个流

程便捷、安全，不到5分钟便可全

部完成。

一名刚刚接种完新冠疫苗的

市民说：“流动接种点离社区更近，

省得再走很远到疫苗接种点去接

种。而且现场的工作人员服务都

很好，整个接种流程特别顺利，这

是实实在在为百姓办实事。”

由于当天是流动接种车启用

的第一天，大多数接种疫苗的市民

都是由大峪街道各社区组织前来

的。在现场两名安保人员和社区

工作者的引导下，居民安全、有序

地完成健康咨询、信息登记、签署

知情同意书等流程，并在接种疫苗

后到空旷区域完成30分钟留观。

据了解，为使全区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提速增效，区卫健委联合大

峪街道与永定镇，启用两辆新冠疫

苗流动接种车，在辖区人员密集的

重要点位提供疫苗接种服务，为群

众打通疫苗接种的“最后一公里”。

大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东

红说：“大峪街道辖区面积比较大，

在区卫健委的支持下，开设流动接

种点，方便附近居民进行接种。同

时，也为其他两个疫苗接种点进行

适当的分流，减少居民排队等待的

时间。”

据了解，永定河文化广场流动

接种点的开放时间为9：00至11：30、

13：30至16：30。另一辆新冠疫苗

流动接种车在永定镇小园地铁站

附近启用。广大市民可就近选择

任意接种点，携带身份证自行前

往，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区卫健委副主任史保鑫说：“我

们将根据各镇街的需求，将新冠疫

苗流动接种车开进山区、景区、学校

和单位，方便新冠疫苗接种。另一

方面是通过这种形式，加强新冠疫

苗接种宣传，营造良好的氛围。”

本报讯（记者何依锋）日前，大

峪街道龙山一区居民崔广满代表

社区居民向大峪街道丽湾西园社

区新冠疫苗接种点赠送了一面书

写有“疫苗虽小显国之担当 万众

一心筑免疫长城”字样的锦旗，感

谢社区和新冠疫苗接种点工作人

员认真细致的工作。

上午9点半，年近九旬的崔广

满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大

峪街道丽湾西园社区新冠疫苗接种

点，将锦旗交到了接种点负责人手

中，代表龙山一区社区居民向新冠

疫苗接种点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他说：“当时我接种疫苗时队伍排了

50多人，工作人员开通了绿色通

道，让我先接种，我特别感谢他们。”

据了解，丽湾西园社区新冠疫

苗接种点共有13名工作人员，一

天大约接种900人左右，工作量非

常大。新冠疫苗接种点负责人谷

宝红表示：“虽然很辛苦，但我们没

有任何怨言，为百姓提供优质服

务，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提升疫苗接种进度，大峪

街道进一步优化了疫苗接种工作

流程，全力做好疫苗接种前告知、

接种时现场组织管理等各项工作，

通过分时段、错时接种等措施，减

少或避免接种人员室外排队等候

情况。同时，加大辖区两个疫苗接

种点疫苗针剂统筹协调力度，加快

疫苗接种速度、提高疫苗接种效

率，确保疫苗接种工作压茬推进、

高效开展。

大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东

红说：“我们还开通了接送居民接

种疫苗的免费班车，帮助行动不

便、年龄大的老人到接种点来接种

疫苗。大峪街道全体干部将发挥

‘讲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神，

以京西铁军的作风做好疫苗接种

工作。”

本报讯（记者谢琪锦）在永定河

的河道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行走

在永定河冰凉的河水之中，捡拾、清

理掉落在水中的杂物，用双手守护

着永定河水质，他们就是我区的河

湖管护员。

早上7点，记者来到龙泉湾，见

到58岁的张秀伟。常年的风吹日

晒，让他的皮肤看起来黝黑，他做好

下水前的准备，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张秀伟的工作就是用工具把杂物捞

起，再把这些东西放在编织袋里，看

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十分不易。

为了感受管护员的工作，记者

也穿上了沉重的水衩衣下水体验。

刚迈进水里一步，就立刻感受到了

凉意，因为河底有许多水草和石头，

走起来非常滑，在几位管护员的搀

扶下，记者东倒西歪地走到张秀伟

的身旁。

只是在水中行走就已经很困

难，但河湖管护员们还需要进行打

捞作业。记者也亲身体验了一把，

一耙子下去，却只捞到了一点点水

草，如果想将打捞的水草举出水面，

更是费尽了全身力气。

“您为什么不选择划船捞这些

杂物呢？”记者问。张秀伟说：“船只

能在水深处使用，远的地方水深一些，

可以让同事划船去清理，近的这些地

方我们下水捞，这样能提高效率。”

张秀伟每天至少要在水里工作

五、六个小时，一天打捞上来的杂

物，能装满10多个编织袋。

张秀伟边捞着杂物边说：“清理

这些杂物，能保护河水的水质，还可

以美化环境，对咱们‘创城’也能起

到积极作用。”

由于河道深浅不一，河湖管护

员在水中行走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稍不留神就可能踩空溺水，于是，他

们手中的打捞工具也成了测量工具。

张秀伟说：“我们在水里一边往

前走，需要一边拿耙子往前试，这一

试就知道水深到什么程度了。”

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风吹日晒，

张秀伟始终坚持在岗位上，从未有

过半点儿怨言。一年中春夏秋三

季，张秀伟都要在水中进行打捞作

业，尤其是春秋两季，较低的水温让

他的工作更加困难，但张秀伟已经

习惯了这样的环境。

张秀伟说：“我们都习以为常

了，只要穿得暖和点，水衩里边再穿

个皮裤，就不冷了。”

除了清理河道，他们还要巡视

两岸步道、清理绿地的枯枝落叶，防

止杂物落入水中。每名河湖管护员

负责的河段大约600米左右，一天

要巡视4个来回，算下来，每个人要

走近5公里的路。

张秀伟说：“周末的时候，有好

多人来旅游，来了一看，觉得河道的

环境卫生挺好，我们心里也美滋滋

的，如果说河道的环境不好，卫生脏

乱差，我们心里肯定不好受。”

家住附近的市民说：“在河道

里的冰还没完全化的时候，早上起

来7点多钟，这些河湖管护员们就

下河去捞杂物，站在水边我都觉得

凉，更别说要下水了，他们真是太不

容易了！”

骑行的市民看到河湖的美景停

下车，边欣赏边赞叹：“这河水很干

净，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就没有咱

们这么好的美景，为他们点赞。”

目前，我区共有河湖管护员

163名，他们每天在门城湖段、陈家

庄湿地、王平湿地等河段，用简单的

工具和辛勤的双手，守护着永定河

的生态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杨爽）连日来，

人人参与垃圾分类成为城子街道

七棵树西街社区的新风尚。

去年12月，该社区被评为市

级首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然而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初

期，“撤桶并站”的实施却在部分

居民中引起了争议，也让社区工

作人员犯了难。

垃圾分类驿站建成后，居委

会将原本分散在社区内的8个桶

站合并在一处，垃圾清运车每天

在同一地点的停留时间有所增

加，对驿站周边居民的生活起居

造成一定影响。针对群众诉求，

社区居委会及时协调有关单位，

迅速对垃圾清运时间进行调整，

从原来的早上6点延后至6点半。

“这个垃圾驿站建成以后其

实挺好的。但是每天垃圾清运的

时候，时间早、声音也很吵，会影

响我们休息。跟居委会反映完之

后，现在把时间调整了，基本上没

有什么影响了。”一名社区居民说。

社区居委会在积极解决百姓

诉求的同时，还广泛发动社区工

作人员和楼门长，通过入户走访、

宣传引导、强化日常管理等方式，

赢得居民的理解和支持。

“现在，社区居民的分类意识

都提高了，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在

家中将垃圾自行分类后再投放到

垃圾桶站。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

也从122斤提升到了272.9斤，整

体垃圾分类工作得到了居民的广

泛支持。”七棵树西街社区工作人

员任宝坤说。

现在，这座垃圾分类驿站已

成为社区居民每天必经的“打卡

地”。而七棵树西街社区也在全

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中，

持续深化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的引领带动作用，努力推进垃圾

分类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谢琪锦）连日

来，东辛房小学通过开展多项主

题活动，强化学生的垃圾分类意

识，号召学生在学校和家中要正

确分类投放垃圾，树立学生绿色

低碳、环保健康的生活理念。

在三年级1班的课堂上，学生

们正在进行旧物改造比赛，大家发

挥想象，用搜集来的废旧材料制作

出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品，并介绍所

制作物品的意义，变废为宝，从源

头上减少垃圾的数量。学校红领

巾文学社的社员，还自创了童谣，

提高大家垃圾分类的意识。

一位学生说：“通过学校的一

些活动，我对垃圾分类有了更深

的了解，我还会把垃圾分类知识

宣传给我身边的每个家人和朋

友，让更多的人知道垃圾分类、参

与垃圾分类。”

学校针对小学生的年龄特

点，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垃圾分类

拍手歌谣，让每个孩子都学习演

唱。每节课的课间，还有垃圾分

类队的小使者们，站在垃圾桶旁

进行值守，引导学生正确分类。

东辛房小学德育主任隗艳霞

说：“我们组织学生们每周到社区

参与垃圾分类的志愿活动，让同

学们从一点一滴做起。同时，学

校号召所有老师参与21天垃圾

分类打卡活动，给学生做一个榜

样，以多种方式，让师生养成垃圾

分类的好习惯。”

本报讯（通讯员王子明刘立帅）
近日,区税务局紧紧围绕第30个

全国税收宣传月“税收惠民办实

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的主题，通

过“京税通”平台面向全区纳税

人、缴费人启动了宣传月首场宣

讲活动。

区税务局联合区人保局在

“京税通”平台专业直播团队的

指导下，按照常态化疫情防控要

求，以云课堂的方式对个人所得

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注意事项

和社会保险费政策进行专题网

络直播。首场直播课选取了涉

及面最广、纳税人缴费人关注度

最高、目前正值办理期的两个热

点话题，详细讲解了个人所得税

APP综合所得年度汇算业务的

操作流程和常见问题，全面解读

了社会保险费缴费相关政策，同

时利用“京税通”平台对纳税人、

缴费人进行了业务办理提示提

醒服务，并通过有奖问答的方式

积极互动增强直播效果，吸引

2000余人次在线观看，获得数百

次评论和点赞，取得了良好的宣

传效果。

首场直播活动参与度高、互

动感强，成效喜人，为提高税收政

策知悉度、提升个税汇算和社保

费缴纳业务办理效率奠定良好的

基础，实现了税收宣传月的“开门

红”，同时也得到纳税人、缴费人

的广泛好评。

1.北京华诚润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库房组装调试人员：5名，不限学历，月薪3500-6000元

（2）技术工程师：2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月薪6000-8000元

单位地址：石景山区

联系方式：18801266355 谢女士

2.北京兴泰嘉园物业管理服务中心
（1）维修及水暖电工：6名，不限学历，月薪3080元

单位地址：石景山区

联系方式：13522290706 68800017 安经理

3.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环境局
（1）环保协检员：5名，大专学历，月薪2500元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69833234

4.北京市门头沟液化气站
（1）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3名，初中以上学历，月薪4000-7000元

（2）瓶库管理员：1名，高中及以上学历，月薪3000-4000元

（3）收银员：2名，高中及以上学历，月薪3000-3500元

（4）送气员：3名，不限学历，月薪2200元以上

单位地址：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13260102175 13681507365 彭女士 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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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得分

环境检查得分（65%）

垃圾分类（20%）

渣土管理（10%）

综合管理（2%）

市民关注、领导批示、媒体曝光（3%）

本月排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月排名 三 一 二 五 四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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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东辛房街道 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城子街道 军庄镇军庄镇军庄镇军庄镇 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潭柘寺镇 龙泉镇龙泉镇龙泉镇龙泉镇 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永定镇 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大峪街道

综合得分

环境检查得分(65%)

垃圾分类（20%）

渣土管理（10%）

综合管理（2%）

市民关注、领导批示、媒体曝光（3%）

本月排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上月排名 六 一 二 五 四 三 七

92.48 92.37 91.74 91.57 91.47 90.89 88.09

62.75 62.07 61.56 62.24 62.28 62.32 61.87

1.2 1.4 1.4 1.2 1.2 1.4 1.2

1.6 1.4 1.6 1.6 2 1.4 1.4

17.43 17.69 18.18 18.73 16.89 16.67 16.33

9.5 9.8 9 7.8 9.1 9.1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