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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启芳

刘启芳，女，汉族，1979年 7月
生，吉林省长春精诚社工服务中心
理事长。

刘启芳发起“吉心工程”公益项
目，为吉林省贫困心脏病人架起慈
善基金与政府医保报销相结合的桥
梁，6年间，共募集善款3700万元，
成功为1万余名贫困心脏病患者实
施免费手术。她的人生与一个又一
个心脏病患者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用爱心讲述生命故事。

2013年，刘启芳放下北京的优
越生活来到吉林长春，发起公益项
目“吉心工程”，采用“政府医保报
销+慈善基金=全免费”创新型医疗
救助模式，将救助范围覆盖到吉林
省农村地区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基本医疗保险的特困群体。“吉
心工程”成立之初，提出用5年时间
免费救助1万人，让1万个家庭不再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目前，该工程
已经成功为12190名贫困心脏病患
者实施免费手术，让 12190个家庭
重返健康幸福生活。

“吉心工程”的一项重要任务是

为村民义诊、筛查。2016年 3月在
去双辽市义诊时，当天来了近400名
疑似心脏病患者。医生为那些已确
诊但不需要手术的患者开具了药
方，嘱咐他们去当地药店和医院买
药按时服用，村民们佩服得竖起大
拇指。自工程启动以来，刘启芳和
她的志愿者团队，先后组织700余次
义诊，深入到4000多个乡村，培训
近5000余名村医，为2万余名村民
免费做心脏病检查，并长期在定点
医院举办“爱国爱心健康大讲堂”，
解读政府政策和心脏健康知识等。

刘启芳始终把热心公益事业作
为奉献之本，从项目立项、方案策
划、沟通协调，到定点医院的选定、公
益项目的宣传、贫困乡村的义诊、救
助善款的募捐等环节都亲力亲为。
她所走出的每一步都体现出公益人
的勤劳质朴，彰显公益人的高尚品
格，展现公益人的家国情怀。

刘启芳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等称号，荣登

“中国好人榜”。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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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1500辆共享单车
畅通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群众诉求
接诉即办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多位市民

通过12345热线反映：自家在地
铁S1线周边，共享单车少，出行
特别不方便，希望相关部门加大
投放力度。

接到市民诉求后，区城市管
理委员会在前期共享单车投放
试运营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共享
单车投放工作，增加投放数量和
区域。目前，已陆续完成4批次
1500辆共享单车的投放工作，
覆盖地铁S1线石厂、小园、栗园
庄、上岸、桥户营、四道桥等站
点，及石门营、梧桐苑、惠康嘉园
等居住区周边。截至目前，已设
置 130处电子围栏规范停车点
位，并进行共享单车专用停车区
域的标识喷涂，引导企业做好车
辆调度、单车码放、超区调运、巡
视消杀等日常维护管理等工作，
方便市民使用共享单车。

下一步，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将结合共享单车现阶段运行特
点进行评估，合理规划布局，逐
步扩大共享单车投放区域，做到
共享单车投放数量合理，规范运
行，填补绿色出行短板，满足市
民出行需求。

本报讯 连日来，妙峰山镇陇驾
庄村多措并举，向前一步，主动治
理，认真梳理各项应急预案，做好防
汛物资等各项应急准备，筑牢汛期
安全防线，全力保障汛期群众的生
命和财产安全。

早部署严排查。为了主动防范
和有效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安全风
险，降低恶劣天气、自然灾害带来的
影响，陇驾庄村坚持防范风险早启
动、早部署、早行动、早落实，提前给

全村村民做好风险提示，并积极做好
防汛、防涝部署。

严巡查稳应对。为保障汛期道
路正常排水，陇驾庄村加大对道路
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排除各类
安全隐患，确保路面排水畅通，减少
对村民出行的影响，为村民的出行
需求提供坚实保障。

抓细节重落实。大雨过后，淤
泥、枯枝树叶等滞留在排洪沟内，为
强化排水系统行洪泄洪能力、美化

村容村貌，陇驾庄村组织物业开展
垃圾清理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过程
中，对打捞的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
避免二次污染，并清除淤泥及行洪
隐患点，及时排除汛后险情。

陇驾庄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在
主动治理上持续发力，努力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化民忧，不断增强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提供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7月 29日，区公安分局治安
支队协同相关部门在永定镇王村新三区社区组织开展

“携手文明养犬，共创美好城市”创城文明养犬主题宣
传活动。

活动通过向居民发放《文明养犬倡议书》、文明养犬
宣传纪念品，讲解文明养犬知识等方式，使养犬居民切实
了解掌握养犬相关法规知识，积极引导居民依法文明养
犬，及时处理宠物粪便，定期为犬只注射疫苗和体检，做
到规范养犬、文明养犬。

本次活动，通过依法文明养犬主题宣传，引导居民从
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牵好文明绳 共创文明城”，为我区营
造安全、舒适、文明、整洁的居住环境作出贡献。

本报讯（记者 杨铮）近日，区农业
农村局动物疫控中心联合相关部门，开
展狂犬疫苗免费接种活动，将暖心服务
送到养犬人家门口。

记者在城子街道西宁路社区和新老
宿舍社区看到，不少养犬市民正在有序
排队等待为犬只接种狂犬疫苗。工作人
员在注射疫苗前，会为犬只查体，随后按
照宠物防疫规定流程进行疫苗注射。

养犬市民告诉记者：“这个服务太
好了，省去我们带着狗去找宠物医院，
现在在家门口就完成了狂犬疫苗接种，
我们非常满意。”

犬只完成免疫后，养犬市民将领取
到一个标识牌，作为犬只的防疫证明。

区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工作人
员提示：“犬只在注射狂犬疫苗时，
要保证已达到 3月以上犬龄，并且精
神状态良好，不拉不吐。注射完毕
后，要在免疫点附近留观 20 分钟以
上，确保犬只没有异常应激反应后，
方可离开。在此提醒广大养犬市民，
一定要到正规的动物诊疗机构，对犬
只定期免费接种狂犬疫苗，出户时必
须佩戴犬只免疫标识，如不按规定，
将面临最高5000元罚款处罚。”

区农业农村局动物疫控中心还为
部分养犬的老年人，提供免费上门注
射服务，并计划联合各镇街走入更多
村居，引导市民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本报讯 近日，区禁毒办
在新桥大街开展“远离毒
品 共享美好人生”主题禁
毒宣传活动，加大毒品预防
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广大群
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
和能力。

活动现场，区禁毒办以
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
料、讲解禁毒知识等形式，
倡导居民树立健康积极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时刻意识到

禁毒就在身边，同时引导大
家积极参与禁毒活动，发动
周围的亲朋好友一起学习
禁毒知识，一起抵御毒品的
侵袭。

活动共发放禁毒宣传
彩页及宣传品100余份，充
分激发了大家参与禁毒宣
传的热情和积极性，使“参
与禁毒，人人有责”的观念
深入人心，营造了浓厚的社
会禁毒宣传氛围。

区禁毒办/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李征）
近日，北京阜外医院医务
人员到斋堂镇林子台村为
村民普及科学用药知识，
并对村民日常生活中的身
体不适症状与村民进行了
交流。

在林子台村会议室，医
务人员针对夏季流行性疾
病、心律失常、高血压、高脂
血症、糖尿病、冠心病等疾

病向村民们进行了讲解，教
大家如何做好日常预防。
随后，医务人员详细询问了
村民们的生活习惯及身体状
况，针对每位村民的不同情
况，进行了一对一疾病预防与
科学用药指导。

村民们高兴地说：“专
家到村里来义诊，给了我们
很多专业指导，这个活动太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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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岗敬业体现的是公民热爱、珍视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勤勉努力，尽职尽
责的道德操守。任何一个社会的保存和发展，都是以其成员勤奋工作、创造价
值为前提的。因此所有生气蓬勃的社会，都把敬业作为核心价值加以强调，将
之作为对自己成员的基本要求。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敬业精神的内涵表现
在三个方面，即热爱、勤勉和克制。

来源：共产党员网

文明养犬助创城

狂犬疫苗免费接种进社区

远离毒品共享美好人生

北京阜外医院专家义诊
走进斋堂镇林子台村

1.不在室内禁烟区内吸烟。

2.不把烟雾喷向他人。

3.不乱弹烟灰，不乱扔烟头烟盒。

4.吸烟后将烟头完全熄灭。

摘自《门头沟市民文明手册》

公共场所礼仪
———公共场所吸烟注意事项—公共场所吸烟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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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提供

1.北京汇诚瑞通科技有限公司

（1）弱电工程经理：1名，本科学历，月薪5500元以上
（2）弱电技术员：1名，大专学历，月薪4000元以上
工作地点：门头沟区
联系方式：15611079816 要经理

2.北京东琳星宇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PCB 焊接和线束组装员：8名，初中及以上学历，
月薪4000-6000元
工作地点：石景山区
联系方式：13269012938 安经理

3.北京京燕饭店有限公司

（1）前台服务员：4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月薪4800-6000元
（2）客房服务员：8名，初中及以上学历，月薪4300-5500元
（3）综合维修工：4名，高中以上学历，月薪5200-6400元
（4）消防中控：4名，高中以上学历，月薪4700-5900元
（5）餐饮部经理：1名，大专以上学历，月薪8000-13000元
（6）销售经理：3名，大专以上学历，月薪6500元以上
（7）会议服务员：4名，大专以上学历，月薪4900-6100元
（8）客房主管：1名，专科及以上学历，月薪7000-8200元
（9）工程主管：1名，中专以上学历，月薪7000-8200元
工作地点：石景山区 联系方式：13693573515 张先生

本报讯（通讯员 王良）近日，区
图书馆举办以“爱岗敬业担使命”为
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沉浸式
宣讲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带领大家参
观了活动区、借阅区、文创区等9个
活动区域，还展示了与印刷出版文
化相关的收藏实物和文献资料。

本次活动，采用现场图书及画
作展示、教学与互动体验相结合等多
种方式，引导干部职工学习身边模范，
诵读传统经典，提升对传统文化的认
识。活动旨在通过近距离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传播道德新风尚，激发
干部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发扬
爱岗敬业、奉献为民的工作精神。

本报讯（记者 张欣皓）近日，区
交通局以“践行汽修行业规范，提升
文明服务水平”为主题，到我区部分
汽车维修企业开展行业规范守则教
育实践活动。

各汽修企业维修车间悬挂了
“践行汽修行业规范 提升文明服务
水平”宣传横幅，区交通局执法人员
向从业人员发放《“践行汽修行业规

范·提升文明服务水平”从我做起倡
议书》。

通过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督促
广大汽车维修从业人员，要结合各
自岗位，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到汽车维修行业规范当中，
以更高标准践行维修行业规范，全
面提升汽车维修行业依法经营和文
明服务水平。

区图书馆

举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主题活动

区交通局

开展汽车维修行业规范守则教育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