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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40名工作人员驰援核酸检测

本报讯（通讯员 段红光）
自6月1日8时起，我市正式上
汛。丰台区城管委全力做好道
路交通防汛备汛工作，切实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
全运行，不断提升防汛应急处
置和管理水平。

牵头组建丰台区道路交通
及地下管线防汛专项分指挥
部，制定印发防汛分指挥部专
项应急预案，积极协调市、区两
级相关部门及全区36个道路易
积滞水点权属单位，逐级建立
道路交通行业领域汛期应急响
应机制，通过责任层层分解落
实，真正实现防汛责任“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

认真组织开展汛前易积滞
水点周边和排水设施的隐患排
查治理，累计完成10处路面塌

陷修复工作，修复面积共计105
平方米；协调市排水集团，累计
清淘全区雨、污水管线109.3公
里，清掏淤泥 5134 立方米。提
前储备150个护栏、300个专用
沙袋、950 个吸水膨胀袋、1600
个 尼 龙 编 织 袋 、2 台 污 水 泵
（电）、6台汽油抽水泵等防汛物
资，汛前在久敬庄路等5个重点
易积滞水点开展两次实战应急
演练。

抽调25人组建防汛值班队
伍，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
制度；成立15人的应急抢险队
和21人汛点值守队，针对丰裕
路铁路桥下、丰管路泥洼段等8
处易积滞水点位安排专人现场
值守，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协调
出动抢险力量，全力确保实现
安全平稳度汛目标。

区城管委全力筑牢道路交通防汛“安全屏障”

本报讯（通讯员 张璐婷）疫
情期间，为了最大限度减少人员
聚集和流动，满足人民群众的司
法需求，丰台法院迅速落实相关
部署，充分应用信息化技术手
段，采取多种线上形式，解决从
立案到审判再到查档等一系列
工作问题，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
进。截至目前，丰台法院档案部
门共受理线上查档600余次，使
当事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高
效便捷的查档体验。

2005年以后已归档并且形

成电子卷宗的刑事、民事、行
政、执行、国家赔偿案件，其案
件的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都可以
通过互联网在线申请查阅。当
事人或者代理人登录“北京法
院 审 判 信 息 网（www.bjcourt.
gov.cn）”在完成注册、登录后，
即可在个人中心的“网上阅卷”
板块填写“查阅申请”，审核通
过后，申请人可在注册时预留
的手机号码上收到阅卷审核结
果通知，从而实现查阅、下载、
打印卷宗等服务。

“云查档”丰台法院疫情期间档案工作不断档

本报讯（通讯员 胡博）为
贯彻落实丰台区委区政府及北
京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关于严
格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按照《丰台区
体育局关于做好体育运动项目
经营单位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
通知》的通知精神，6月15日下
午，丰台区体育局对海之寰（北
京）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北京丰
羽和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北

京雨跃童游泳俱乐部有限公
司、北京云川博睿赛文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文体路店）等
单位开展了疫情防控专项检查
工作，经检查，以上单位均已暂
停营业。

区体育局在严格落实市区
两级有关疫情防控要求的同时，
下一步也将加大对全区体育运
动项目经营单位的检查力度，严
格监督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区体育局开展疫情期间专项检查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吕晓飞）
“下沉社区工作即时启动，要
求今天13点前到位，请大家在
本 群 反 馈 ……”6 月 13 日 11
时，一条消息出现在区生态环
境局支援社区防控工作群里，
随后是满屏的“收到”。随着
防控群里的一声令下，区生态
环境局支援社区一线的环保
铁军们再次集结，随时待命冲
锋上阵。

与此同时，区生态环境局
迅速组织部署对涉疫单位的执

法检查工作，强化对涉疫单位
的污水治理设施运行情况以及
固体废物尤其是医疗废物的处
置进行日报和现场检查检测。

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们根据疫情防控特
点，在原有常规分析项目的基
础上，增加了特征指标水中余
氯和粪大肠菌群的数据监测，
化验分析结果会第一时间报上
级环境管理部门，用可靠的数
据，严谨的态度，全力打赢这场
突发的疫情防控阻击战。”

区生态环境局铁军战时状态显担当

区文旅局落实主体责任 强化统筹部署应对疫情
本报讯（通讯员 罗飞）丰

台区文旅局高度重视，迅速传达
市、区两级部署要求，主要领导
靠前指挥，全局进入战时状态，
连续召开3次文旅局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工作会，严格贯彻落实
各项管控措施，采取“强化行业
防控指导、调低景区限流量、关
闭景区涉水项目、严格现场检
查、加大整改力度、筛查内部情
况”等各项措施，做好甄选隔离
酒店、落地查人、分类管控、开放
管理、信息报告等工作。

区文旅局主要领导带队前

往花卉大观园、南粤苑酒店、西
国贸大酒店、玛雅岛酒店、汇丰
园宾馆、汉庭酒店（中核路店及
丰葆路店）、万方苑酒店等地开
展检查。依据更新的检查表单
重点检查了厨房、食堂、电梯等
场所的消杀和落实二级防控指
引情况，以及住店人员、旅客和
企业员工的管控情况。在检查
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后厨卫生
较差、清扫不及时、消杀频次和
强度不足、相关记录不全、负责
人员思想重视不到位等问题，
已要求相关单位立即整改。

扛起责任 冲在一线 快速反应 狠抓落实

本报讯（通讯员 赵甦）6月22日，按照区委组织部要求，
区住建委、区行管处紧急抽调18个科室，共76名工作人员赴
马家堡街道、大红门街道7个点位，协助属地做好居民核酸
检测工作。13时，抽调人员到岗就位，历经11个小时的奋
战，持续做好人员登记、采样、疏导等工作，与各单位一线工
作者形成联防联控合力，圆满完成当日检测任务。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守住防线刻不容缓。区住建委、区
行管处抽调人员主动请缨，没有年龄的差异、没有性别的区
分，在各个核酸检测采样点，大家身穿厚厚的防护服，在闷热
的天气下，汗水一次又一次地浸湿了衣衫，大家毫无怨言，始
终坚守岗位，为了达到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应检尽检的目标，
缩短了休息时间，全力开展各项工作，守护人民平安。

区住建委、区行管处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市区关于疫
情防控工作的各项部署，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持续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全力抓好辖区房建工程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的疫情防控工作，并积极配合属地、社区村，做好防控、检
测等工作。

闻令而动，区住建委、区行管处工作人员赴战“疫”前线

本报讯(通讯员 汪鲁兵)丰台区委社会
工委区民政局有支20人的小分队，临危受
命，从6月12日凌晨受领任务后，就开始在丰
台新发地封闭小区24小时昼夜轮流值守。

临危受命 逆向而行
6 月 13 凌晨 3 时许接到通知，单位 20

人小分队于凌晨 5 点在新发地区域集结，
完成应急任务。凌晨4时50分，20人小分
队全部集结指定地点。新村街道很快与20
人小分队进行对接，将他们带到风格与林
社区，具体任务是协助该社区 2 个小区做
好居民的劝导解释工作。区委组织部让该
小分队在此完成对风格与林社区2个小区
的值守任务。

20人小分队因为是临时通知和受领任
务，都没有更多的思想准备，也没有携带更
换衣物等生活用品，但20人没有一人说什
么，纷纷让家属将相关生活用品集中送至
单位值班室，由单位行政办公室集中次日
送到住宿地。当晚9点多，20人小分队住
在宾馆，晚上 10 点开始排班值守，于是从
当晚十点，20人小分队按照要求晚上小区
一边1人，白天小区一边2人，开始了昼夜
轮流值守封闭小区的任务。

来之能战 党旗飘扬
20人小分队里有12名同志是党员，既

有党龄近30年的老同志，也有刚入党不久
的新同志，他们在值守岗位上当先锋，发挥
着积极作用。6月19日下午一点钟，天气
非常炎热，一位居民着急地来到社区门口
大声喊着：“快来人，快来人，有人烫伤
了。”正在执勤的老党员万向阳立刻过去询
问事情缘由，原来是有位居民家中老人在
做饭时不小心被热锅烫伤了，家中没有相
应药品又因疫情防控无法出去购买药品，
因此特别着急来向执勤人员求助。此时小

区保障车辆正好去定点拉居民生活物资
了，万向阳听到居民求助后，连忙说：“别着
急，我去给您买药，马上回来。”立即如箭一
样飞奔向一公里外的药店跑去。果然，不
一会儿万向阳从远远的地方拿着药跑了回
来，满头大汗，身上的衣衫都湿透了。他气
喘吁吁地来到小区门口立刻将药递到居民
手中，居民拿到药后非常感动，眼眶红红地
想要说些什么，上气不接下气的万向阳赶
紧手一挥阻止他说道：“快，快回家治手！”
居民看着他的眼睛重重一点头：“嗯！”转身
向家里跑去。这时万向阳才在椅子上坐下
来歇一歇，在小区周围看到这一幕的同志
们纷纷为万向阳鼓起了掌。

疫情就是命令，旗帜彰显担当。6 月
18日，丰台区成立新发地封闭小区管理服
务工作专班临时党委，下设12个封闭小区

临时党支部，把党旗插在每个小区一线，做
到关键时刻有组织在，关键岗位有党员在，
用实际行动坚决打赢这场战役，让党旗在
战“疫”一线高高飘扬。

6 月 22 日，风格与林社区值守点成立
临时党支部，12 名党员参加了党员大会。
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新渤深有感触地
说：“哪里危险哪里就有党组织出现，自己
作为一名新党员，过这样的组织生活会，也
是对自己认识的一次提高，思想的一次洗
礼，自己一定自觉做好，发挥好作用，完成
好任务。”

积极主动 做好服务
在执勤岗位上，每天要面对居民诸多

问题，虽然20人小分队任务是协助街道社
区做居民工作，但只要在岗位上，他们都会
积极主动地为居民提供服务。

“大妈，您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忙吗？”
隗杨主动迎上去，对小区门内一位有诉求的
大妈说。“我想寄个快递，你能帮我寄一下
吗？”“您想寄什么东西啊？”“我闺女两天前
刚生的孩子，我们老两口本来准备一起去看
望孩子，可现在出不去啊，你们能不能帮我
把孩子用的东西寄给我闺女，把我们的心意
带到。”“ 好，没问题，您把地址写好，我帮您
寄。”当隗杨将大妈的快递寄出去后，大妈露
出了笑脸，连声对隗杨说“谢谢”，隗杨笑笑
说：“这没什么，您不用客气！”

“谁跟我去指定地点拉生活用品？”随
着新村街道邹积华组长一声喊，董岳、孙铭
磊、张新渤……纷纷上了电瓶车。每次生
活用品拉回来后，胥洪涛、刘延东、张春鹏、
戴子毅、王庚、段合、樊海岩、曹毅、刘谦立
马迎上去帮助分发。还有单丽娜、苟娟娟、
李思萌、张贺4朵金花，她们也巾帼不让须
眉。就连后勤保障人员李少军有一次执勤
时，因为居民快递任务比较多，他一连执勤
了两个班次6个多小时。新村街道纪工委
书记李桂尧跟20人小分队负责人说，要给
他（她）们单位领导写表扬信，赞扬他（她）
们在执勤任务中的担当和表现。

他们不仅当好值守员、劝导员、快递
员，还当好建议员，当发现小区有些空巢老
人不会用手机订购生活用品，同时岁数偏
大容易出现一些意外时,及时向街道社区
建议加强对这些群体的联系和“一对一”服
务；当发现因为此次封闭得比较突然，居民
油盐酱醋米面粮菜等储备不足，建议现场
指挥部集中组织生活便民车到各小区有序
售卖，保障居民生活供应，同时要尽量满足
家庭老人需要请保姆的如何保障保姆安全
进入、产妇要产检如何去医院、家庭提出要
给狗打疫苗了怎么办等个性化需求。

本报讯（通讯员 朱志勤）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快速融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服务一线、投身一线、温暖
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与使命。

迅速集结，8支临时检测支援小组下社区。6月18
日，早上8点，丰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作为临时抽调支
援检测任务的单位，迅速集结40名工作人员，局党组书
记刘淑钰作“战”前动员，与新村街道社区对接后，组成8
支临时检测支援小组下到社区核酸检测采样点。10:30
人员全部到位，迅速投入工作，协助医务人员做好人员
疏导、队伍引流、登记排查等工作。

鏖战高温，他们全副武装坚持奋战。“我是党员我先
上”，“我是退役军人我来”……在此次抽调的40名同志
中，有党员22名，有退役军人14名，他们用行动践行着
自己的诺言。面对北京中午35摄氏度的高温，下沉干
部们有的拉起防护线、为群众搭起遮阳棚，有的耐心为
居民解释什么时候测、怎么测，需要什么凭证，有的指挥
人流疏导确保检测的快速安全。因为工作需要，很多同
志穿上防护服，高温照射下，护目镜很快就满是雾气，只
有趁着汗水顺着防护镜流下来才能看清手上的名单，防
护服里的衣服早已经湿透，防护服紧紧地贴在身上，但
大家依旧一遍遍耐心地解释工作要求，一点点认真核对
信息。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

勇于担当，确保应查尽查应检尽检。下午4点，突然
下起了暴雨，很快雨水积成一个个水潭。工作人员一边
核查数据、协助避雨，一边耐心细致地为群众做好解释工
作……雨没有停，工作还在继续，不完成任务决不收兵，全
力确保重点领域、重点地区的人员应查尽查、应检尽检。

我们相信，丰台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硬仗，
让首都人民放心，让全国人民放心。

本报讯 面对疫情防控的新形势，丰台区水务局迅
速响应，严格落实市、区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努力把
水务系统防控工作做实做细，确保全区水安全。

加大疫情防控工作检查力度。局党组本着“管行
业、管安全、管疫情防控”的原则，及时成立了4个由局
领导带队的检查组，先后对8个下属单位、15个施工工
地进行了检查，重点对河西第三水厂、丰草河河道治理
工程、丽泽桥和小井桥积水点治理工程进行了全面检
查。检查中发现在各类问题26个，要求施工单位及时
整改落实，做到问题不过夜。责令施工单位要树立疫情
防控和复产复工“两手抓”思想，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
行封闭管理、通风、测温、消毒等防控措施，确保水利工
地安全平稳，确保年度建设任务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全面做好水务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做好疫情期间水
服务保障工作，是水务人的职责所在、责任所系。面对疫
情防控的新形势，区水务局每日安排应急值守人员近100
人，各类供排水设备、抢修车辆、机械128台套，24小时待
命，随时做好应急处突准备。自6月11日以来，区水务局
出动530余人次，应急供水20多车次，应急抽排污水240余
车次，共计7600余平方米，养护管线近30公里。加大水环
境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好全区水环境，自疫情防控新形势
以来，立案16起，执法检查46车次，作出处罚11万余元，收
缴罚款8万余元。加强水行政审批，办理各类水行政审批
案卷5件。落实区领导指示，全力做好新发地等重点部
位的保障工作，24小时做好明春苑供水保障，先后两次主
动安排水务应急照明设备和人员到现场保障。主动协调
市水务局、市排水集团做好新发地污水处理工作，安排水
务应急抢险人员进驻新发地，全力做好相关工作。

本报讯 面对这场形势严峻的战“疫”，丰台统计人再次逆流而上冲
向“疫”线，帮助居民解决生活难题，发挥统计优势进行疫情数据的监测
分析，企业经营的快速调查……出门买菜不方便？帮您把新鲜蔬果送
上门！人员管理不方便？帮您统一换发出入证！生病开药不方便？代
您开药取药别着急！

丰台区经济社会调查队副队长宋晔晖带领张斌、李森等业务骨干，
充分发挥统计业务职能优势，加班加点参与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社区防
控组承担大数据处理分析比对工作。加班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
家，而第二天一早又开启了“战斗”模式。北京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
整为二级后，为调查企业生产经营的变化及主要影响，丰台区统计局调
查队采用电子问卷的形式，在6月17日至6月19日，对重点企业和重点
项目开展快速调查，为全面掌握全区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讯 近日，根据丰台区
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受区委组
织部指派，又有15名档案干部
奉命逆行下沉社区。本次下沉
的档案干部分两批出发，奔赴不
同的抗疫地点。首批下沉的10
名档案干部到丰台区马家堡街
道某社区开展工作。因为本社
区的某一栋楼出现了新冠病毒
肺炎确诊病例，按照防疫工作的
相关安排，要求本楼的所有住户
在确诊当日全部进行核酸检测，
档案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
该社区住户的应检尽检。这批
档案干部从当日中午开始，穿着
密闭的防护服，一直坚守到深夜
十二点完成本次核酸检测任
务。接下来的几天，下沉档案干

部一部分负责到该楼逐户敲门，
提示、引导、陪同住户到检查点
进行检测，一部分负责住户的
体温测量、登记个人信息、粘贴
检测条形码等工作。穿上防护
服的档案干部已经分不清谁是
谁了，只能从写在防护服上的
名字才能辨认。

本次下沉的档案干部队伍充
分体现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彰显出了共产党员在急、难、
险、重任务面前的奉献与担当。
到目前为止，档案系统已派出25
名干部下沉社区，分赴抗疫一线，
除单位值班留守人员外，全部下
沉社区，做到了应逆尽逆、能沉尽
沉，体现了丰台档案人在我区抗
疫工作中的决心和担当。

档案干部逆行下沉 助力社区应检尽检

丰台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有支小分队在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姜丽）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升
级，我区各街乡镇正紧锣密鼓开展大范围居民核酸检
测，检测后遗留下来的大量涉疫垃圾的收运工作就由
丰环人来负责。6月20日至22日中午12点连轴工作
2天2夜未眠，累计出动34车次，集中完成590箱涉疫
垃圾收运工作。

6月15日起，区环卫中心涉疫及隔离人员生活垃
圾收运小组再启动，分别对我区中东西三片区域涉疫
及居家隔离人员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安全送到指定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做好登记备案。中心领导及时对
收运队伍进行现场跟进指导，保障涉疫及隔离人员生
活垃圾安全运送不遗漏不丢失，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收
运任务。中心在加强职工自身防护同时，进一步强化
对各种环卫设施及机械化作业车辆的消毒消杀工作。

2月11日至6月22日中午12点，中心累计出动201
车次、收运涉疫及居家隔离人员垃圾共计2373箱。

区环卫中心逆行收运涉疫垃圾

疫情当前
亮出丰台统计人最美的底色

本报讯（通讯员 陈京炜）丰台保障房公司积极联系公
租房项目所在社区，组织入住人才进行核酸检测。公司主
要领导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带领公司运营管理部和物
业项目部制定预案，带队引领租户进入检测现场，同工
作人员一道维护现场秩序。由于检测当天是工作日，大
部分住户只能下班以后赶过来，运营部的同志们一直坚
守在公租房和检测现场，晚上 10 点多钟，运营部的同志

们一直在现场陪伴已经在排队的住户并安抚他们的情
绪、及时运送饮用水，最后一批住户完成检测时已是第
二天凌晨。通过本次工作，融寓丽泽项目共 122 户合计
178 人完成了核酸检测工作，其他住户也将于近期参加
各自单位组织的核酸检测工作。虽然疫情来势汹汹，但
保障房公司将竭尽全力，为公租房住户坚守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丰台保障房公司组织公租房入驻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