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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妙笔生花看丰台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

为营造全民喜迎冬奥的氛围，普
及冬奥知识、发展冬奥文化、繁荣剪
纸艺术，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近日，六里桥街道“非遗我体验
文雅六里桥”冬奥主题系列活动在莲
怡园社区拉开帷幕。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进
行了冬奥知识互动，随后，剪纸老师
向大家介绍了剪纸的由来、发展及不
同风格的剪纸艺术等，带领大家感受
剪纸的魅力。

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大家认真
剪刻作品，虽然手法不够娴熟，但丝
毫不影响创作热情，在每个人细心地
摸索与实践中，一幅幅作品栩栩如
生，这些形态别致的剪纸作品表达了

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期盼与祝福。
本次剪纸活动以冬奥元素为特

色，将中国的剪纸非遗文化与冰雪
运动及冬奥精神完美融合，让剪纸
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融入当
代艺术元素，让剪纸兼具传统韵味
与时尚美感，更加彰显中国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 郑一烁 文并摄

栩栩如生的上山虎、憨态可掬的吉祥虎、
吉祥如意的平安虎……近日，在南苑街道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赵玉凤剪纸工作室，展台上
展出的百余幅虎年剪纸，增添了一抹喜庆的“中
国红”，让居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新年气息，体
验到了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看！这张剪纸作品活灵活现，真是令人
大开眼界，方寸间的红纸上把象征虎的威严勇
敢、坚强正义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南苑街
道南庭新苑南区社区居民李阿姨不禁感慨道。

一张张红纸，寥寥数剪，就可以剪成栩栩
如生的图案，这种神奇的变化一下子提起了
大家的兴趣。剪纸爱好者们也跟着一起开始
折纸、剪纸、翻纸，边剪边讨论，现场不时传出
欢快的笑声。

此次活动在给居民送去美好节日祝
福、传递温情关怀的同时，也让社区居民们
了解到了中华文化的精粹魅力，感受到了
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增进了新时代邻里和
谐的情谊。 史莉 文并摄

本报讯（通讯员 宋佳）1 月 18
日上午，迎“心”送暖、情满夕阳，东
高地街道万源南里养老服务驿站正
式投入运营。

随着“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的不断深入，东高地街道积极落
实“七有”“五性”，加快推进地区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万源南里服务驿
站是街道指导建设的第三家养老驿
站，建筑面积338平方米，设有单人
间、双人间及多人间，设置床11张。

据悉，万源南里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以“服务为先”为运营思路，驿

站根据老人的实际需求不断丰富服
务内容，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暖心
服务，切实在服务上下功夫，脚踏实
地为老人送服务，为家人解忧愁。

驿站开业后，将为老人提供日
间照料、居家服务、陪伴照护、助医
服务、助餐服务、文化娱乐等六大板
块驿站内的服务，送取服务、居家理
发、陪伴出行等多项上门服务，服务
辐射万源路以南所有社区。多样化
的服务理念、个性化的满足需求，将
有效提升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感和满
意度。

本报讯（通讯员 张涛）“高经
理，您好！我们是街道办事处综合
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
证件，请您查看。今天过来检查一
下咱们店里的燃气安全使用情况，
请您配合一下。”近日，丰台街道综
合行政执法队队员来到位于新华街
的某餐饮单位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执
法检查。

执法队员首先来到该店天然气
计量间，发现燃气计量表、三联动装
置等运行状况良好，规章制度张贴
规范，未出现擅自操作公用燃气阀
门的情况，配备有灭火器。执法队
员来到后厨操作间，检查了燃气管
线、涂装、燃气灶等情况，随机询问
了员工对燃气使用常识的掌握情
况。执法队员来到就餐区域，未发
现卡式气炉。

“高经理，通过检查发现，咱们店
的燃气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员工对燃
气使用常识基本掌握，就餐区域未发
现卡式气炉，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计量间虽然配置了灭火器，但灭
火器已过期；二是后厨操作间燃气管
线上有放置的物品且存在老化问题，
未组织除锈刷漆等维护的问题，三是

燃气灶具临近报废期限，需要及时更
换灶具。现在告知您，一是计量间更
换合格灭火器，二是后厨操作间取下
燃气管线上放置的物品，并及时组织
除锈刷溙维护，实时监管管线状况性
能，三是提前定制国标目录内合格燃
气灶具，提示一下，必须使用符合国
标的双针灶。今天的燃气安全检查
结果不合格，请立即整改，并请在燃
气用户检查单上签字，下一步我们将
对你店整改情况进行复查，直至你们
整改到位，如拒不整改，我们将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实施高限处罚。”
执法队员说。

“您指出的问题，我们能立即整
改的一定立即整改，一时不能完成
的我们会制定整改计划，以最快的
速度整改到位。”该店高经理回答。

随后，执法队员来到位于新华
街的北京西电务段食堂，检查瓶装
石油液化气使用情况，气瓶间有房
本且建设标准规范、空实瓶分开存
放、设施设备运转正常、燃气管线维
护良好、员工岗位培训扎实有效。

下一步，丰台街道城管将持续
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推
进“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

本报讯（通讯员 史莉）“这是我们小
区新装的充电桩，以前我们都是在楼道内
或者卸掉电池拿到家里充电，非常不方便
并且很不安全，自从社区给我们配了电动
自行车充电桩以后，现在充电既方便又安
全，我们住在这里也更加安心了。”南苑街
道西宏苑小区张叔叔如是说。

近年来，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井喷
式”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辖区电
动自行车充电桩亟待解决。南苑街道办
事处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聚焦民生关切，着力解
决群众需求“痛点”，持续加大充电桩建
设力度，让居民充电不再难，切实打通充
电桩进驻小区“最后一米”。

见缝插“桩”3处126个充电接口扎
根小区

近日，笔者在南苑街道西宏苑小区
10号楼西侧看到，一个白色钢结构的车
棚长20来米，车棚内50个充电接头一字
排开，许多电动自行车正在充电。西宏
苑社区党委书记代小丹介绍，这排智能
充电桩建成后，很受车主欢迎，尤其是晚
上几乎每个点位都有车子充电。

西宏苑小区属于老旧小区，基础设
施薄弱，居民为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往往

要么跑到周边区域，要么冒险搬车回家，
在小区内建设充电桩成为众多居民的共
同心愿。社区干部对西宏苑小区 14 栋
楼、约 1500 户居民进行全面摸底排查，
经过统计共有210辆电动自行车。为破
解居民“充电焦虑症”，踢掉充电难这一

“绊脚石”，街道办事处、社区在紧密结合
疏整促、环境整治、创城创卫等工作中寻
求突破口。以西宏苑小区 10 号楼西侧
为例，眼前这处干净整洁、便捷安全的智
能充电桩，前身却是一片杂物乱堆乱放
的场景，杂乱的环境让附近居民十分忧
心。经过街道、社区、物业联合卫生大扫
除，昔日“垃圾堆”终于得到清除，闲置下
来的公共空间如何利用成为居民关注的
焦点。考虑到居民的实际需求，经过多
次问需和征求意见，街道决定在这里建
设便民车棚并增配充电桩。

“像西宏苑小区10号楼西侧一样成
功见缝插‘桩’的，还有在西宏苑小区13
号楼北侧小花园，新添24个充电接头的
便民充电站已投入使用；西宏苑小区11
号楼西侧，拥有32个充电接头的便民充
电车棚正在开工建设中。”代小丹说。

4处老车棚装上60个新电桩 居民
充电省心了

“老车棚也有了新功能，现在安装了充
电桩，以后充电就不用发愁了。”南苑街道
西宏苑小区吴阿姨，从小区车棚内推着刚
刚充满电的电动自行车情不自禁地说道。

笔者在西宏苑小区4号楼北侧的一个

车棚看到，车棚外观很有年代感，据负责
车棚的管理人员说，车棚已经有20多个年
头了，车棚内部分为两个区域，右侧为自
行车存放处，左侧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区
域，装有12个白色充电接头，车辆整齐码
放有序充电中。在每个充电接口的下方，
都张贴了操作指南和二维码，居民们只要
给电动自行车插上电源，用手机扫描二维
码，根据提示进入小程序，根据需求，在小
程序上选择充电时长并点击“开始充电”
即可，操作过程仅需1分钟。居民可以通
过微信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进程、已充
电时长、费用明细等信息。与此同时，西
宏苑小区原有3处车棚也分阶段改造“提
档升级”，分别在1号楼南侧、4号楼东侧、
新5号楼西侧各增设充电接口16个。

据了解，西宏苑小区作为建于上世
纪九十年代的老旧小区，空间比较局促，
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多次实地勘测
和走访，在小区现有便民车棚内“量身定
制”独立、小巧的充电桩，并与相关部门
沟通协商，铺设电路，保障电量供应。此
外，充电桩附近还设置了报警及消防专
用装置，让居民安心使用。

车位巧置换 电动汽车有了“加
油站”

随着新能源车日益增多，如何在家
门口就能充上电已成为老旧小区面临的
新问题。日前，西宏苑小区迎来了首个
电动汽车快充站，缓解车主充电难题。

前不久，家住西宏苑小区的杨先生

下班后，如愿地在自家小区为电动汽车
充上了电，他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以前我都要把车开到外面，寻找公共的
充电桩充电，然后再走回家。”杨先生告
诉笔者，“现在，我们小区装上充电桩后，
我下班后直接开到快充站就能充电了，
方便又省心。”说完，杨先生对着快充站
竖起大拇指比了个赞。

笔者来到西宏苑小区1号楼西北角
看到，在道路拐角处一个外形犹如加油
站的机器十分显眼，上方屏幕显示着“电
动汽车快充站”字样，注册流程、操作说
明、充电注意事项等内容循环播放着。
电动汽车快充站的南侧下方配备了消防
设施，北侧安装了监控设备及施划了 2
个电动汽车充电车位。“小区充电桩的供
需矛盾日益凸显，小区老、空间小，没有
电力布局，这些都是阻碍安装充电站的

‘硬伤’。”代小丹告诉笔者，小区现有车
位都是固定车位，如果在现有车位增设
快充站必然挤掉一个停车位，用户利益
也会受到影响。社区与物业想方设法解
决，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小区暂时有一个
空余车位，正好可以腾出空地，但由于与
两侧车位距离较近，不能满足安装条
件。考虑西宏苑小区1号楼西北角的一
个停车位附近空间大，于是社区和物业
面对面征求该用户意见，最终将 1 号楼
西北角车位置换到小区入口处，既满足
了用户停车的需要，也实现了小区首个
电动汽车快充站正式投入使用。

1月1日起北京全市禁放烟花爆竹
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蕾）2021

年12月14日，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召开2022
年度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
新闻发布会，通报自2022年1月1日
起，北京市将实施全域禁放烟花爆
竹，环球影城度假区内经公安机关
许可的焰火表演项目除外。2022年
春节期间，北京不再设立烟花爆竹
零售网点。

此外，根据《北京市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规定》，国家、本市在庆典活
动和其他节日期间，需要在禁放区
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市人民政
府决定并予以公告。

据介绍，2021 年 10 月 27 日，北
京警方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打击查
缴非法烟花爆竹专项行动，依托京
津冀烟花爆竹安全管控工作机制，
积极协调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
以“清查收缴、重点整治、卡口查控、
破案打击”为重点，坚持贯彻“查点
上私售、查面上私存、查道路私运、

查个人私买”的“四查”措施落实。
专项行动以来，共查破案件39起，收
缴非法烟花爆竹4392箱，刑事或行
政处罚42人。其中，刑事拘留6人，
行政拘留29人，行政罚款3人，批评
教育4人。

下一步，市烟花办将积极协调
会同各部门、各区政府，采取“周密
组织部署、强化宣传发动、严厉打击
非法、全面排查隐患、严格禁放看
护”等工作措施，全力推进全市烟花
爆竹禁放管控工作。

市烟花办提示广大市民，积极
支持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
作，从自身做起，遵守禁放规定，自
觉抵制非法烟花爆竹，积极举报非
法储存、运输和销售烟花爆竹行为，
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

对于举报有功人员，公安机关
将按照“每箱 20 元，最高 2 万元”的
标准予以奖励。举报电话：110、
010-62074289。对非法燃放行为，
公安机关也将予以严厉处罚。

南苑街道“初心”换民心 小充电桩惠及大民生 东高地街道新增一处养老驿站

丰台街道城管推进燃气安全专项执法检查

““冰墩墩冰墩墩”“”“雪容融雪容融””剪纸栩栩如生剪纸栩栩如生

南苑街道棚改居民巧手剪出南苑街道棚改居民巧手剪出《《百虎图百虎图》》迎新年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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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天津方向通勤人员每次进（返）京需要核酸
证明吗？

答：环京地区通勤人员按照现有的规定继续执行，
即首次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
后每次进（返）京持14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鉴
于当前疫情形势，天津方向的通勤人员每次进（返）京需
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待疫情平稳后，将及时
调整。

问题2：抵京后72小时内离京的，需要进行核酸检
测吗？

答：自2022年1月22日零时起至3月底，进（返）京
人员在抵京后72小时内需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抵京后
72小时内离京的不需要进行核酸检测。

问题3：“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起止时间？
电子版和纸质版是否都可以？

答：乘飞机、火车、省际客运班线进（返）京人员，须
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
康宝”绿码。自驾车进（返）京人员，须持抵京前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前往进京检查站查验，检测报告
纸质版、电子版均有效。核酸检测报告查验有效期为自
报告出具(签发)时刻起，至进站查验时止，不超过48小
时；检测结果为阴性或未检出。即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
起始时间以检测报告中“报告日期”为准。

问题 4：老年人、儿童的健康宝、核酸证明如何
查验？

答：对不使用或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儿童、
视力听力残疾人等群体，适当放宽、灵活掌握，只要求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就可通行，不再查验健康
宝。对于3岁及以下婴幼儿，查验同行人员48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

问题5：“14日内有1例以上（含1例）本土新冠病毒
感染者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人员严格限制进（返）
京”中的14日如何界定？

答：拟进（返）京日期（不含当日）前14日该县无新
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即可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进京。

问题6：北京有1例以上病例的相关风险地区人员
出京后是否可以正常返京？

答：北京有 1 例以上（含 1 例）本土新冠病毒感
染者所在区人员非必要不离京。已经离京的，可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
返京。

问题7：14日内有1例以上（含1例）本土新冠病毒
感染者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人员有紧急特殊情况
急需进京是否可行？

答：14 日内有 1 例以上（含 1 例）本土新冠病毒感
染者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人员，严格限制进
（返）京。

确因重要公务需要来京的，通过所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致函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办公室，批准
后方可来京。

有来京就医计划的，可通过当地医院与北京有关医
院联系，采取远程医疗等方式进行会诊，然后决定进一
步治疗方案。

有来京参加商务活动计划的，目前北京已严控各类
社会机构在京举办全国性会议、培训等活动，建议采用
视频形式远程参加。

问题8：进（返）京人员及环京地区通勤人员需提供
哪些证明？环京地区通勤人员身份如何认定？

答：北京警方已构建了通勤人员数据库，在通过
检查站时，对库内人员首次查验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后，14 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均有效。其
他不在数据库、有通勤需求的群众，可在进京时向检
查站工作人员，提供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
明、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居住证明可以为户
籍资料、房屋租赁合同或居（村）委会证明其中之一，
工作证明须由在京工作单位出具。上述证明材料登
记后，警方将尽快完成认定工作，并纳入数据库按照
通勤人员管理。

此外，居住在检查站外的市域内居民，在通行检查
站时，无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身份
证后即可通行。

铁道方面，对进京通勤职工进行48小时核酸阴性
证明查验。对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进（返）京旅客，凭
在京津冀地区工作证明，可按北京市通勤人员进（返）京
政策，查验14日内核酸检测证明及“北京健康宝”绿码
后乘车进（返）京。1月22日零时起至3月底，进（返）京
人员在抵京后72小时内需进行一次核酸检测（通勤人
员按照现有政策规定继续执行）。

问题9：自驾车进（返）京管控措施？
答：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

宝”绿码，前往进京检查站查验。对未持有48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的进返京人员，在13条进京高速临近北
京的服务区，设置核酸检测点，群众按要求填写承诺书
后完成核酸检测，持核酸检测采样回执，予以放行。在
完成核酸采样后，不必在现场等候检测结果，但须填写

《进（返）京人员承诺书》，登记本人姓名、身份证号、手机
号码，以及在京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等详细情况，经检查

站查验后进京。

问题10：乘坐火车、飞机进（返）京政策？
答：须持登车、登机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

“北京健康宝”绿码。对无有效核酸检测证明或“北京健康
宝”异常的进京旅客，拒绝进站乘车、乘机。对不使用或不
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儿童、视力听力残疾人等群体，
适当放宽、灵活掌握，只要求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就可通行，不再查验健康宝。对于3岁及以下婴幼儿，
查验同行人员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

问题11：京内涉疫地区人员能否出京？
答：北京有1例以上（含1例）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

所在区人员非必要不离京。对病例所在街道和单位人
员，实行相对从严的要求，原则上不允许出京。已经离
京的，可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
宝”绿码返京。

问题12：北京口岸入境进京后是否有人管理或为
何长时间等待？

答：告知市民机场会有相关工作人员针对北京口岸
入境进京人员做测温、核酸检测及边检等工作，所需时
间较长，建议耐心等待，服从机场人员安排。

问题13：其他口岸入境集中隔离满14天后能否
回京？

答：北京口岸入境人员在14天集中隔离期满后实
施7天集中或居家隔离（具体以社区或隔离点的答复为
准，请积极配合社区或隔离点的疫情防控要求）；国内其
他口岸入境满21天人员方可进京，进京后要到所属社
区报到，并积极配合社区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转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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