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来袭，北京市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响应级别恢复至二级，丰台区已进入战时
状态，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为进一步凝聚文
明的力量，深化文明实践，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
丰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再次发出倡议，动员
全区各文明单位，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基地
整合动员本辖区、本领域志愿服务力量，结合《北
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贴合群众需求,组织开展

“战疫有我 文明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号角吹响，战鼓擂起，丰台区各级文明单位

迅速行动，发挥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三级组织优
势，统筹协调和调动辖区各类资源力量，充分发
挥正面宣传聚民心、党员先锋强信心、志愿服务
筑同心、帮扶关爱暖人心作用，众志成城、攻坚克
难，为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夺取防控斗争胜利
贡献文明力量。

心存阳光，阴霾就会消散。齐心协力，疫情
终将退去。相信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丰台区将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
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战“疫”必胜，丰台加油！

2020 年 6月 25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原梓峰 校对/徐伟丰台·战“疫” 55

战疫有我 文明同行

谁也不曾想到，在连续开展了五个多月的疫情
防控工作之后，本已形势一片大好，却在全市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降为三级仅仅一周不
到的时间，新发地市场突然爆发的集聚性感染，让
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每一个干部职工的神经再
次绷紧起来。

全域监管 他们是首都菜篮子的“守护者”
为最大限度降低农产品批发市场受疫情的影

响，保障全市农副产品供应稳定，丰台区市场监管
局“三管齐下”，一方面，对批发市场所有商户和所
有批次产品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强化商户经营凭
证、索证索票落实情况检查力度，并增加抽检频次，
保障市场农副产品进货来源可控、销售过程可溯。
另一方面，积极联系新发地市场原有肉类、蔬菜供
应商，及时协调向岳各庄市场供货，猪肉日均交易
量由疫情发生前的800多头增加到1500多头，同时
蔬菜交易量也增长120%，有力地确保了北京市供应
稳定。

同时，区市场监管局还组织专班，对商户严格
落实消毒、通风、清洁等防控措施开展督导检查。
指导市场管理者对进入市场内的消费者、经营者开
展信息登记和体温监测。在市场内经营区域、设
施、车辆进行全面消毒，增配紫外消毒灯。

并协调区疾控中心对市场内环境进行采样，于
6月13日完成155个点位的环境样本监测，组织市
场内所有从业人员及商户共5138人开展全员核酸
检测，目前所有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全员出动，他们是抗疫一线的“逆行者”
自6月13日丰台区餐饮行业出现首例确诊病

例以来，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执法科室和各监管所
的灯光就没有再熄过，在疾控部门对确诊人员所
在餐饮单位先期处理之后，区市场监管局所有执
法人员立即赶赴疫情一线，不分昼夜全力投入到

对全区餐饮环节食品原材料摸排、经营场所消杀
与服务人员核酸检测的工作中。他们克服时间
紧、任务重、排查量大等困难，全力以赴，推动工作
落实，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对全区3764家餐饮企业
全面排查和消杀，他们以逆行而上的勇气，坚持战
斗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场上，用心守护着
群众的饮食安全。

全力以赴，他们是核酸检测工作的“保障者”
为迅速阻断疫情传播，丰台区启动了全员核酸

检测工作，作为防护服、防护口罩等防疫物资的后
勤保障部门，丰台区市场监管局专门成立了战略物
资保障组，根据防控需求，及时采购、调拨各类物
资，同时根据核酸检测需要，增加储备品种。经过
昼夜奋战，已向新发地指挥部、各社区防控组、人员
集中隔离点、各核酸检测点调拨防疫物资76万余件
（个/套），有效地保障了一线防护人员的人身健康
安全。

疫情当前，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全员上阵，不分
昼夜穿梭在大街小巷，共检查农产品批发市场
12886户次，商超和餐饮单位18080户次，药店及药
品经营企业 8935 户次，出动执法人员 37609 人次，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他们将疫情防控责任牢
牢扛在肩上，用真心守护辖区百姓的健康安全，为
市场秩序稳定和群众消费安全撑起一道最前沿的
屏障。

（全国文明单位 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
台分局现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来袭，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成为
疫情防控高风险地区。5名国家电网员工却义无反顾

“逆行”而上，巡视5公里、奋战3小时，为丰台地区疫情
防控工作保驾护航。

6月17日下午，国网北京丰台供电公司接到丰台区
新发地疫情防控现场指挥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协助北京
新发地批发市场开展内部用电设备隐患排查工作。公
司迅速响应，成立由王加乐、马超、李朝、刘洋、蔡德才5
名员工组成的电力应急小分队，迅速抵达新发地批发市
场，毅然进入疫情高风险区域。

由于新发地市场是高压自管客户并且实行封闭管
控，面对内部用电情况复杂、缺少参考资料等困难，在现
场电工指引下，5名队员穿戴好防护设备，带齐电力检
测专用设备开始了用电巡视。“冷库配电室201高压柜
运行数据正常”“辽宁厅冷库3号配电箱低压开关电缆
接头温度高、电流较大，要降低此相负荷”……填写状态
检测记录单、记录用电设备参数，测温、测负荷、状态监
测一样不落。在烈日下防护服内体感温度接近40摄氏
度，巡视检测全部完成后，脱下防护服和手套，全身早已
被汗水浸透。他们顾不上休息，立即将检测数据通过网
络传回公司，通过汇总分析后将资料立即报送至区指挥
部，为实施新发地批发市场内电气设备无人化管理提供
坚强电力保障。

自北京市发生聚集性疫情以来，作为全国文明单
位，公司党委向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再次发出

《倡议书》，号召时刻保持“战时状态”、坚决做到“三个全

力”。目前，除对新发地批发市场等重点区域开展电力
设施巡视检测外，电力公司还组织党员及骨干力量对丰
台区疾控中心以及18个采取封闭措施的小区外电源等
开展每周2次特巡。针对12家定点医院及发热门诊，梳
理制定“一户一案”，加强抢修力量配备。通过远程采集
手段开展用电负荷监测，提升城市运行线路的应急响应
速度。与街道社区建立24小时联络沟通机制，提高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与信息传递质效，为丰台区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这场硬仗贡献“丰台电力”人的力量。

（全国文明单位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丰台供电
公司）

防疫一线勇“逆行”电力保障再升级

南苑乡志愿服务队伍 筑牢疫情防护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在丰台
区委、区政府和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领导下，践行首都掌灯人初
心使命，切实发挥首都文明单位标兵示范作用，积极响应号召，
保障城市照明，服务百姓民生，助力首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顾全大局，力保首都城市照明万无一失。疫情再次来袭，
照明中心牢固树立“讲政治、顾大局”意识，在做好自身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组建党员专项检查组，针对定点医院、发热门
诊、疾控中心、核酸检测点、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等重点部门周
边道路开展夜间特检特巡，通过城市照明监控指挥系统，提高
照明设施在线召测频率，确保故障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修
复。疫情期间，照明中心管辖范围亮灯率达99.3%，设备完好
率达96.8%，确保首都夜间防疫照明保障万无一失。

时刻待命，“接诉即办”点亮健康明灯。疫情期间，照明中
心坚决落实“为民办实事”的指示，为背街小巷安装路灯。肩
上有责任，脚下有力量。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争时间，抢进
度，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高效维修路灯，为丰台区长辛
店街道、西城区白纸坊街道修复加装路灯4盏，针对昌平区生
命科学院灭灯事故开展应急抢修支援，让每盏损坏的路灯重
新亮起，让黑暗的背街小巷重新点亮，让每一盏路灯和战斗在
防疫前线的逆行者们一样给老百姓传递正能量，点燃战胜疫

情的决心。疫情发生至今，照明中心受理北京市政府“12345”
热线工单响应率、解决率、群众满意率均为100%，在市城管委
体系排名第一。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照明中心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用实际行动淬炼初
心、践行使命，筑起了首都掌灯人城市照明保障和疫情防控的
红色屏障。 （首都文明单位标兵 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

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首都掌灯人助力疫情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来袭，学生们再次居家回归线上学习生
活的特殊时期，面对可能出现宅家焦虑、抑郁情绪、睡眠障碍等
问题。学生居家学习期间保持心理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北京
市第十二中学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期间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
序开展疫情防控期间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工作。

全员导师，适时开展心理疏导
十二中各年级于2月份启动了线上导师制的工作模式，

将学生分成7-10人的“追梦小组”，每个小组配备一位“追梦
导师”，通过分享、连线、询问、约定等方式深度互动，精心守护
每名学生的身心健康。高三（1）班李诗晴同学表示：“很喜欢
这种一起交流的感觉，看到大家最近的烦恼或多或少地相似，
让我感到原来在这条荆棘路上并非只有我踽踽独行，每个人
都在积极地向前走着，而且拉着你一起走，这是一份温暖，也
是一份力量。”
开展线上个体心理辅导，满足疫情期间学生个性化心理需求

每年进入6月份，都是高三学生心理辅导需求相对旺盛

的时期，带着一模、二模成绩带来的情绪波动，带着对即将到
来的高考的惴惴不安，他们会寻求心理老师的陪伴与支持。
这份陪伴并没有随着新一波疫情的突然造访而终止，只不过
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3位心理老师的预约时段全天候向学
生开放。结合高三学段的特点，全程掌控学生思想行为动态，
倾听学生心声，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的“担心学习效率不高”“不
适应在线学习”等问题，及时答复学生心理诉求，并与家长积
极沟通，从饮食、休息、交流等方面全面关心考生，缓解压力进
而变压力为动力。

拓展心理援助资源，积极面对考试压力
居家学习键重启之后，心理老师梳理了市、区级可用的

心理援助渠道和多份权威心理自助资料，及时发布给全体高
三学生和家长。并针对当下高三学生的心理状态和应试需
求，开发了《备考中过度焦虑怎么办？》《备考中紧张不起来
的 5 种表现与应对》等系列心理微讲座，给学生提供有针对
性的指导。 （首都文明单位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向阳生长 心有力量”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全力保障疫情期间学生心理健康

草桥村多措并举 做好疫情防控
面对这场必须打赢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全国文明村的丰

台区花乡草桥村按照上级政府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防控措施，
制定详实的工作方案，落细、落小、落实各项防控工作职责，强信
心、暖人心、聚民心，凝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精神力量。

党建引领 筑牢防线
面对此次突然反弹的疫情，草桥村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把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务。及时组织
各单位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工作组，利用入户走访、电话、微信
等方式，快速排查曾去往新发地市场等重点区域人员及其密
切接触者，告知14天医学隔离观察注意事项，建立动态管理
台账等，各物业分部的干部包楼包户，密织防控排查网。

主动担当 联合防控
草桥村针对辖区内既有建成的城市小区，又有平房区等特

殊情况，进一步加强与草桥欣园社区居委会、玉泉营派出所以
及新村街道草桥社区的沟通协作，联手做好防控工作。目前，
草桥村域内所有小区及平房区域已经实现了疫情防控全覆盖、
无死角。各居住区严格人员出入管理，加强车辆和人员进出管
控措施，做好往来人员的登记、查双证、测温、扫码检查。对居
住区、单位、公共场所及设备设施等进行卫生防疫和消毒工作，
对辖区企业、工地等场所进行值守、巡逻。在小区内部，安排物
业、产权单位等加强小区环境消杀，并发动党员、楼门长、志愿
者等骨干力量，做好思想引导和行为劝导。

应检尽检 暖心关怀
“医生，您踩着点冰凉快得多！”草桥村核酸检测点半人高

的冰块运至现场，为医务人员解暑降温。“现场人多，大家注意
脚下，不要聚集！”志愿者们不断提醒排队的人们。6月18日、
19日，草桥村按照“应检尽检”的防控要求，争分夺秒、全力以
赴开展居民核酸检测咽拭子采样工作。为了使应检人员不遗
漏，物业分部逐户通知、反复强调；选取通风场所，连夜备足保
障物资，提前确定检测现场出入顺序，严格检测点位公共消
杀，确保检测、参检人员安全；做好现场秩序维护，统筹调度党
员干部、各单位志愿者、物业力量共350余人，配足检测点位
工作人员，配合医务人员做好现场登记、数据统计，引导居民
保持 1 米间距，维护现场秩序，防止居民聚集；围绕“防暑降
温”，搭建防晒棚，提供冰块、风扇、藿香正气、人丹、十滴水、消
毒巾、绿豆汤等暖心服务；现场工作人员防护用品充足，核酸
检测采样工作始终规范科学有序开展。

“基层是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主战场。作为基层工作
者，我们的工作不仅关系着群众的日常生活，更关系着群众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面对疫情，我们要不断组织群众、凝聚
群众，全面落实防护措施，构筑‘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有效
防线。”草桥村党委书记李澄清表示。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草桥村的广大党员、干部、乡
村医生和志愿者等积极响应，齐心聚力当好疫情防控的排头
兵。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全国文明村草桥村将继续坚
持和细化现有方法措施，完善管理方案，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持续构建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全国文明村镇 花乡草桥村）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新发地批发市场聚
集性疫情发生后，南苑乡迅速行动，再次进入战时状态。
作为全国文明村镇，南苑乡充分发挥乡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和各单位文明实践站的阵地作用，号召各类志愿服务
队伍再次奔赴疫情防控第一线，科学有序、齐心协力共同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筑牢疫情防护网。

使命担当，党员志愿者在行动。全乡各级党组织迅
速响应设置党员先锋岗，区、乡下沉干部自觉加入到志
愿队伍中，党员群众拧成一股绳，共同开展抗疫行动。
他们或是和村、社区工作者一起挨家挨户摸排登记，或
是给居家隔离人员送快递、扔垃圾，或是在各个卡点值
班、测量体温、登记信息。一个个党员先锋岗、一面面鲜
红的党旗，一个个闪耀的党徽，他们用行动坚决筑牢百
姓的健康防线。

别样风景，巾帼志愿者在行动。“大爷，这几天少出
门，勤洗手。”“您好，请出示您的通行证。”在社区、村的

卡点、重要区域，都活跃着一群新时代文明实践巾帼志
愿者，她们在热情、认真、及时地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的同时，还带动所在文艺团队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参与
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她们当中多数人“身兼数职”，不
仅是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员，还是垃圾分类指导员。“您
扔的这个垃圾呀，不合格，这是垃圾分类的小册子。您
拿回家好好学习，咱们得维护好小区的环境卫生呀。”一
次次的排查、一次次的指导，她们与所有社区工作者一
起奋战在抗击疫情的前线，充分展现了巾帼风采，为战
胜疫情贡献一份巾帼力量。

童心战“疫”，小小红领巾在行动。新宫社区、锦苑
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向辖区少先队员们发出“征集
令”，号召少先队员们向一线工作者学习，学习他们不怕
牺牲、执着向前的战斗精神，学习他们胸怀大局、为国为
民的担当精神。该活动得到了社区红领巾志愿者的积
极参与。 （全国文明村镇 南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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