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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丰台区生活必需品供应量充足价格稳定

扛起责任 冲在一线 快速反应 狠抓落实

本报讯（通讯员 关璐） 丰台区抽调
262 名区级机关、街道乡镇干部下沉封闭
管理小区，同时发动封闭小区内核酸检
测为阴性的物业企业、在职党员干部、居
民志愿者，结合实际组建安全保障、宣传
引导、物资保障、快递投放、消杀清运、问
医送药、诉求保障等 7 支服务保障小分
队，制定居民服务工作方案，为居民提供

健康监测、送菜代购、心理疏导、垃圾收
运等精细化服务，全面解决居民基本生
活需求。

社区村党组织发挥网格作用，以楼
门为单位通过微信等媒介，征询居民的
生活日用、防疫物品等需求，定期统一代
购。引进北菜等专业配菜公司，直采直
购为居民提供蔬菜包；协调快递企业，将

快递向封闭社区道路卡口点对点投放，
现已开通顺丰、中国邮政、平台订单等可
供选择。由街乡包片领导、下沉干部组
建服务队，将卡口的蔬菜、快递分送至各
个小区门口，再由小区内志愿者将其逐
户送达，双服务线运转高效、防控到位、
衔接顺畅。

发动小区内本人及家人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的医护志愿者投身问医送药组，开通
电话登记专线，了解用药需求，上门取卡送
药，解决居民小区封闭期间慢性病、重症的
用药问题。落实双楼门长责任制，以楼门
为单位实时密切关注封闭小区内独居老
人、残疾人、特殊疾病患者等弱势群体，通
过电话、微信、敲门等方式询问需求，提供
心理疏导等帮助。

本报讯 自6月13日3时起，新发地市
场周边的期颐百年、天伦锦城、天骄俊园
等11个住宅小区实施封闭管理。丰台区
全方位迅速落实多项管理措施，全力保障
封闭小区居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进一
步关心关爱中高考考生、孤寡独居老人、
重大疾病人员、重点人居家隔离情况等，
推出了一系列“暖心”举措，着力解决弱势
群体的所需所急所盼。

暖心！热水壶送到独居大妈手中
“远大妈，我给您送烧水壶来啦，麻烦

您开一下门。”“真的非常感谢，我真的非常
需要热水壶，你们送得太及时了……”。这
位远大妈70多岁了，一个人于6月12日下
午搬家至天伦锦城社区。新发疫情来得
突然，6月13日凌晨天伦锦城社区实施封
闭式管理，远大妈缺少生活必需品，特别
是电烧水壶。得知情况后，社区工作人员
小马二话不说，将自己的热水壶交给钱诚
主任，钱诚第一时间将水壶送到老人家
中，还为老人送去了免费的哈密瓜、苹果、
蔬菜包等生活必需品。考虑老人牙口不
好，社区又为老人准备了面粉、火腿肠、咸
菜，并安排人员服务对接。老人很是感
动。这样小小的一个“暖心”之举，温暖了
社区独居老人。

安心！千方百计解决居民购药难题
“你好，咱们小区封闭，我家里老人的

药快要吃完了……”6月13日，天伦锦城社
区封闭的第一天，社区服务站办公室的电
话响起。工作人员得知后，立即向社区领
导反映，经商议为解决百姓慢性病、重症
等用药问题，天伦锦城社区专门成立了问
医送药小组，开通了4台座机、10人手机的
电话登记专线，同时还发动了辖区内的医
生、护士、区乡下沉干部为志愿者，提供从
登记到问药、从取卡到送药全流程服务。
区统计局下沉干部韩鲁宁从 6 月 14 日开
始，每天自驾车在新发地区域外的各大医
院为社区居民挂号购药，多时每天要自驾
大半个北京城，周转五六个医院，以弥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部分药品短缺的情况，
为居家隔离居民提供健康服务。

自6月14日开始天伦锦城社区已为居
民代开药350人次，千方百计解决他们的
购药需求，让他们在疫情期间尽可能地安
心生活。通常情况下，居民当天就可以顺
利拿到药品。

贴心！抓紧解决群众的急事难事
据了解，花乡各封闭小区在保障居民基

本生活的基础上，注重收集群众需求，及时

打通向上级部门反馈的渠道，抓紧解决群众
反映集中的急事难事。社区民警、市区乡下
沉干部、社区村工作者、物业企业、楼门长等
党员群众志愿者，通过持续开展“敲门行
动”，或通过楼门微信群、电话摸排等方式，
警地协作、群策群力，关心关爱特殊群体，分
类建立了独居老人、残疾人、特殊疾病人员
及孕妇台账，并将责任落实到人，开展专人
服务，主动帮助他们协调解决现有问题，让
他们顺利地度过这一特殊时期。

截至目前，花乡地区共有 147 名市区
的下沉干部与花乡的工作人员并肩战斗，
7 个封闭小区全部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他
们与社区干部一起组织完成全员集中核
酸检测任务，做好封闭小区服务保障，为
小区的居民送货上门，落实解决特殊群体
的需求。真正做到了沉下去、融进来、担
起来、负起责。短短几天内，各封闭小区
在党建引领下，不断细化封闭管理工作方
案，建立职责明确的保障小组体系，筑起
了一道战“疫”红色防线。 （花乡供稿）

讲述人天伦锦城居民管军：
我是丰台区花乡天伦锦城的居民，我叫

管军。天伦锦城虽然封闭了，但是，我们小
区有个邻居微信群，里面满满的都是爱。微
信群里相互鼓励、加油的话就不说了，还有
一些疫情发布、防疫措施、社区提示的信息，
这些都是常态化。除了这些以外，里面互相
帮助、寻医问药、物品共享、扶老助残的事情
还真不少。

6月21日中午，一位邻居突然在网上晒
起了美食，“我改做洋葱圈了，挺好吃！”邻居
们马上跟帖，有赞扬、有点评，还有支招的。

“你太优秀了！”“是不是家里洋葱太多了
吧？”“你可以把洋葱切开，在开水里过一下，
凉拌也行，老少皆宜。”“对对对，加点儿黄瓜
丝白菜也可以。”好吗，微信群变成了美食天
地了。

下午6点，一位张姓邻居在群里寻求帮
助：请问谁家有云南白药气雾剂，下午不小心
扭了膝盖，不能走了。“我家有”“我有伤科灵
喷剂”“邻居们，我给拿了，放门口了”，就在张
姓邻居在群里万分感谢的同时，又有几位邻
居发出了信息，“麝香追风膏、麝香祛痛搽、消
痛贴膏”等药品一下子都发到了群里，大家真
是热心，“危难之中显真情”，一位邻居总结得
太到位了。晚上该做饭了，一位邻居说：“盐、
糖、调料怎么买，谁知道？”瞬间就有回复，“叮
咚，多点”“盐我家有，支援你一包”。

一天晚上，楼长在群里喊话，“现在楼里
有一定数量的独居老人，他们不会上网，也
不在微信群里，没有家人照顾，除了居委会
掌握这些情况以外，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近帮
帮他们？”“要不要我们先排查一下呢？也算
是帮着居委会分忧了？”“会不会引起人家的
误会，毕竟是在非常期间。”“每家去敲门也
不太好，还是贴告示比较好，把字打得大一
些。”大家一起商量着、安排着，都在为更好
地为社区居民服务忙碌着、分担着。

本报讯 在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经过上下不
懈的努力，丰台区各检测采样点数千名医务、社区工作
者、下沉干部轮换交替毫不懈怠、分秒必争拼出了“丰
台速度”和力度。

据了解，按照“应检尽检”的防控要求，丰台区先后
为新发地市场从业人员、大数据筛查的涉疫相关人员、
新发地市场周边小区居民、辖区餐饮从业人员、辖区农
产品市场经营人员等重点人群进行采样检测。目前正
在扩大检测范围，对中高风险地区常住居民、公共服务
领域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咽拭子采样，截至 6 月 23 日 6
时，全区核酸检测采样已超过50万人。

“试剂盒来了！”6月19日下午3：00，地面温度35摄
氏度，5家医疗机构抽调的41名“白衣天使”来到丰台
区花乡草桥村，为居民采集咽拭子。天气虽然炎热，但
丰台区为医护人员提供了贴心的防暑降温服务，操作
台前有冰块、风扇，还有供他们休息的清凉房车。现场
医疗救护站准备了藿香正气、人丹、十滴水、消毒巾、绿
豆汤等物品。

丰台区坚持联防联控、专群结合，精准测算应检人
群底数，加强调度衔接，统筹利用区域医疗资源，以辖
区二三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积极争取部队
医疗力量的支持，多机构、多梯队，安排医务人员定期
轮换，保证采样力量到位；协调属地、相关部门，全力解
决各采样点医务人员休息问题，围绕“防暑降温”，设置
遮阳伞、电风扇、移动冷气机、防暑饮品、食物补给等，
做好后勤保障；为抗疫一线工作人员提供充足的防护
服、口罩、面屏和消毒用品，控制交叉感染风险。

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发生的警报拉响，全市上
下紧急动员，争分夺秒，日夜鏖战，打响了遏制疫情扩散蔓
延的阻击战。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丰台区委连夜启
动战时机制，紧急调度、紧急部署、紧急出击，及时完成了一
系列应对处置的繁重任务，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为打赢疫
情防控这场硬仗奠定了基础。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4500名下沉干部织密疫情防控
网。若有战，召必回。全区各相关部门紧急部署、连夜奋
战，第一时间进行科学合理处置，制定强有力的防控措施，
增派下沉干部，连夜充实一线防控力量。6月13日3时，250
名干部下沉新发地周边；6月13日13时，2300名干部返岗到
位；6 月 14 日 9 时，全区 4500 名下沉干部全部返岗社区防
控。全区严格落实执行二级应急响应级别下的各项防控措
施，压实责任，慎终如始，织密疫情防控网，迅速有效遏制疫
情扩散蔓延，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线、安全线、健康线。

调动一切力量，全力保障封闭小区居民群众的基本生
活需求。新发地周边11个住宅小区封闭管理后，区委区政
府时刻牵挂着居民群众的生活起居。为全力做好封闭小区
的服务保障，丰台区根据居民群众的需求，迅速成立安全保
障小分队、宣传小分队、物资保障小分队、快递投放小分队、
消杀清运小分队、问医送药小分队、诉求保障小分队7支抗
疫保障小分队，针对居民不同需求，提供迅速及时的精细化
服务，全力保障封闭小区居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争分夺秒，应检尽检，50余个核酸检测采样点日夜鏖
战。用好核酸检测打赢精准防控非常之战，丰台区多措并
举统筹整合区域医疗资源，迅速提升检测能力，扩大检测范
围，切实做到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努力跑在疫情前头，确保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全区设置50余个核酸检

测采样点，近1400名医务人员投入采样工作，先后为新发地
市场从业人员、辖区餐饮从业人员、辖区农产品市场经营人
员等重点人群进行采样检测。目前正在扩大检测范围，对
中高风险地区常住居民进行核酸检测咽拭子采样，绝不放
过任何蛛丝马迹。

坚定信心，不听谣不恐慌，全力配合打赢疫情防控这场
硬仗。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更需要广大居民群众的理
解、配合、支持。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工作仍
处在最紧要、最吃劲儿的关头。居民群众要保持理性、坚定
信心，不要有恐慌情绪、不要囤积居奇，该检测就检测，该观
察就观察，该防护就防护。要积极了解权威信息，不造谣、
不信谣、不传谣，主动举报涉疫谣言，共同维护战“疫”大局，
全力配合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痛定思痛，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常态化疫情防控这根
弦。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要时刻绷紧疫情防
控这根弦。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的出现敲响了警钟，
教训深刻。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跟进整改、
堵塞漏洞，让病毒无处藏匿，无可乘之机、反弹之机。我
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市
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时刻绷紧常态化疫情防控这根弦，
不折不扣执行好二级响应机制下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同时，着眼疫情防控常态化新特点，尽一切努力把防控关
口往前移，不断查缺补漏，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始终跑
在疫情的前头。

曙光在前，丰台加油。我们要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争
分夺秒、尽锐出战，与疫情赛跑，与病毒对决，迅速有效阻断
传播扩散，迅速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早日打赢疫情防控这场
硬仗。 （赵智和）

丰台区精细化做好封闭管理小区服务保障工作

新发地周边封闭小区里的暖心守望

丰台区核酸检测采样
已突破50余万人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一个充满着爱的微信群

下沉干部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为小区居民运送哈密瓜下沉干部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为小区居民运送哈密瓜。。

本报讯（通讯员 关璐）6月21日、22日，区委书记徐贱
云先后3次“四不两直”到马家堡街道检查核酸检测组织
工作。

徐贱云强调，要全面加强居民核酸检测采样相关组
织工作。对检测能力、检测需求进行科学预判，精细化制
定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完善组织流程，确保在安全有序
的前提下完成核酸检测任务。要合理设置检测点位，减
少群众等候时间。坚持就近原则，以方便居民群众为先，
原则上以社区、村为单位设置检测点，同时做好检测点选
址和出入口等细节设计，根据检测需求配备医务人员和
检测物资，确保工作运转高效。要细化组织流程，做到错
峰分流检测。加强沟通配合，精准衔接宣传、通知、信息
登记、人员组织、秩序维护等各个环节，合理控制检测现
场人流，错时段、分流引导居民检测，避免出现扎堆现
象。要增加现场工作人员力量配备。统筹调配下沉干
部、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力量，实时做好检测点居民疏
导、释疑、秩序维护、周围环境支持和其他服务保障工作，
做到安全有序。

区领导李岚、葛海斌、刘永宗分别参加。

徐贱云“四不两直”到马家堡街道
检查核酸检测组织工作

下沉干部与志愿者在社区值守下沉干部与志愿者在社区值守。。

本报讯（特约记者 王皓）6月19日下午，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吉宁以“四不两直”方式到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查疫情应对处置工作情况并慰问疾控工作者。他强调，
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发生以来，丰台区承担着一线
应对处置的繁重任务，要全力以赴，扎实细致、高质量地做
好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市级加强统筹、调配力量支援，尽快
摸清疫情传播风险点，为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奠定坚实基础。

陈吉宁来到丰台疾控中心，与一线疾控卫士交流，了解大
家的工作生活情况，听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建议。检测实验
室从年初疫情发生以来就保持连续工作，近期更是24小时持
续运转，六十名流调队员3人一组，毫不松懈、连续作战。新发
地及周边地区环境消杀，封闭小区的核酸检测采样,为了及早
控制疫情，疾控中心每个人都加班加点、废寝忘食。

陈吉宁详细查阅第一手流调报告，了解疾控中心人力

配置和工作情况。他说，丰台区疾控中心承担着这次聚集
性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中的重要任务，大家以战时状态冲在
一线，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为全市科学精准防控做出了重要
贡献。当前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丰台区要以新发地区域和
医务人员、服务业从业者等为重点，扎实开展流调工作，优
化流程、提高效能，与相关部门加强对接，通过流调勾勒病
毒传播路径。要统筹市级资源，动员第三方参与，加强封闭
小区和集中隔离点健康管理，做好核酸检测和环境消杀工
作，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途径，及早、有效控制疫情。

在因疫情封闭的宜兰园小区，陈吉宁看到社区工作者
把生活必需品逐一配送到楼门，居民封闭期间生活秩序稳
定。他向广大市民自觉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表示感谢，向社
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和志愿者表示慰问，要求属地政府和有
关部门切实保证群众基本生活，更好地服务群众需求。

市政府秘书长靳伟一同检查。

陈吉宁“四不两直”到丰台区疾控中心检查时强调

高质量做好流调工作 为精准防控打下扎实基础

本报讯 6月23日，丰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区委书记徐贱云主
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初军威，区政协主席
刘宇出席会议。会上，初军威传达了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副区长张婕通报了丰台区疫
情防控工作整体情况。

徐贱云强调，一是加快推进全区核酸检测工作。按
照突出重点、分批实施的原则，有序推进核酸检测工作；
做好社区核酸检测的组织工作；统筹用好核酸检测能
力。二是持续强化各类商品交易市场的管控工作。要全
面做好新发地市场消毒消杀、垃圾清运，农贸市场、菜市
场、超市、餐饮单位、机关食堂防疫，保供稳价等工作。三
是继续做好社区防控各项工作。按照二级响应的工作要
求，严格落实各项封闭管理措施。用好 12345 市民热线
平台，进一步做好群众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四是进
一步强化集中隔离点管控措施。进一步加强隔离点工作
人员的健康监测。按照观察点设置标准和技术指引，借
鉴医疗机构防院感的做法，做好通风消毒、垃圾处置等各
项工作。继续严格落实观察点封闭管理措施，切实把牢
隔离点的进出关口。五是督促复工复产单位做好防疫工
作，尤其要重点抓好施工工地的防疫工作。六是进一步
做好院感防控工作。

初军威强调，防疫防控是当前的主要工作，全区领导
干部要高度重视，思想上不能有任何放松懈怠，工作上要
互相补位，竭尽全力共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要
将核酸检测、社区和市场防控等各项重点工作做实做细，
强化管控，加强流调隔离检测，严防疫情扩散蔓延，让群
众放心。

区委区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区属各部门、各单位主
要领导，街道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
会议。

丰台区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

本报讯（通讯员 关璐 丁博文）6月19日、20日，区委
书记徐贱云到市场、餐饮场所和集中隔离点检查督导疫情
防控工作。区委副书记高峰一同参加。

徐贱云先后到长辛店镇长鑫隆发农贸中心、东铁匠
营街道蒲安居市场和北京全聚德方庄店，检查信息公
示、环境消杀、通风、个人防护等措施落实情况，在花乡
集中隔离点实地察看管理转运工作情况，并慰问现场工
作人员。

徐贱云强调，要继续严格落实农贸市场、餐饮企业
和单位食堂等场所各项防疫措施，持续做好清洁、消杀、
通风、个人防护，重点关注厨房、厕所等区域的卫生消
杀。突出重点、排好时序做好相关人员的核酸检测工
作，做到应检尽检、愿检尽检。要全力做好市场保供稳
价工作，坚持市场防疫和保供稳价“两手抓”，在完成环
境消杀、核酸检测，落实防控措施的基础上，推动二级农
贸市场尽快恢复营业。要进一步强化新发地市场周边
12 个小区封闭管理，严格落实小区出入卡口值守和周
边道路封控措施，及时清运生活垃圾，保障好群众生活
秩序。

区领导李正斌、李岚、张鑫一同参加。

徐贱云到市场、餐饮场所和集中隔离点
检查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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