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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铁军”驰援丰台疫情防控

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接诉即办”改革专项小组召开会议

区领导
带队检查冬奥服务保障工作

查商品保供稳价 冷链食品安全 核酸检测 药品销售

本报讯（记者何依锋杨爽马燊
闫吉张欣皓）1月21日上午，区委书
记金晖以“四不两直”的方式，到北京
长安天街商场、龙泉镇梨园地区和
鑫源市场，检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情况。

金晖重点检查了超市、农贸市
场、部分餐饮企业的冷链食品溯
源管理和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并
详细了解企业在日常通风消杀、
员工核酸检测、货物配送运输等
重点环节的防疫措施落实情况。
此外，金晖还对零售药店的“四类
药品”销售实名登记制度落实情况
进行了抽查。

金晖要求，冷链食品经营单位
要加强源头管控，切实做好货物仓
储、运输、市场销售等重点环节的
核酸检测及消毒管理。零售药店
要持续落实“四类药品”销售实名
登记要求，确保登记信息完整、真
实、准确、可追溯。各经营主体要落
实好从业人员个人防护、健康监测、
核酸检测、新冠疫苗接种等防控措
施。全区各部门、各镇街、各单位
要切实增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压紧压实主体责
任，严格落实“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的防控要求，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
传播风险。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加强节日商品的组织调运和货

源补充，营造安全有序的节日氛围。
区领导曹子扬、杜春涛参加检

查。
1月 25日上午，区委书记金

晖，区委副书记、区长喻华锋分别
带队到永定镇和潭柘寺镇检查疫
情防控工作。

金晖首先到中关村科技园区
门头沟园石龙阳光大厦，实地检查
疫情防控及核酸检测工作。随后，
到丽景长安社区，检查“电子围栏”
派单风险人员管理及核酸检测工作
开展情况。

金晖强调，全市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防控工作容不得半点迟
疑，永定镇和中关村科技园区门头
沟园毗邻丰台区，要按照市、区相
关要求，尽快完成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以最快速度阻断疫情传播链
条。各核酸检测点要做好群众组
织和采样现场的秩序维护，引导群
众分批、分时段前来检测，让大家
尽量少排队、少受冻。此外，要进
一步配强医护人员力量，按需增设
采样通道，严格执行防疫要求，避
免交叉感染。同时，还要做好防疫

一线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和防寒
保暖等服务保障工作。

金晖强调，要根据大数据筛
查派单，严格落实风险人员居家
观察措施，做好环境消杀、清洁卫
生和服务保障，确保地区安全稳定。

区领导曹子扬参加检查。
喻华锋先后到南辛房村、桑峪

村实地查看核酸检测流程、核酸检
测功能分区等情况，详细了解各核
酸检测点核酸采集能力和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

喻华锋要求，潭柘寺镇要详细
做好人员信息登记台账，摸清底
数、及时反馈，形成信息闭环，综合
用好“敲门行动”、大数据等各种手
段，确保辖区百姓应检尽检，不落
一人。要进一步规范采样流程，提
高协调作战能力，建立健全应急机
制，完善各项应急措施，确保采样、
转送、接收、检测各环节安全、高
效、有序。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协
调、强化统筹调度、完善工作方法，
做到全链条规范、全流程管控。要
加强对一线工作人员的关心爱护，
扎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高质高效

完成全员核酸检测，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月22日上午，区委副书记、
区长喻华锋带队检查我区城乡接
合部核酸检测及部分药店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

喻华锋实地到龙泉镇琉璃渠
村、梨园社区核酸检测点，详细了
解了当地核酸检测工作情况；到北
京同仁堂药店新桥店，检查了疫情
防控措施和药品销售情况。

喻华锋指出，当前，疫情防控
仍是我区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
重，全区各相关部门、单位，要积
极认真组织好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重点地区核酸检测工作，细致
全面做好现场疫情防控工作、维
护好现场秩序，切实做到不留死
角。要继续推进全人群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按照市区规定，做
到应接尽接，详细摸清辖区未接
种人群情况，做通百姓思想工
作，筑牢疫情免疫屏障。全区相
关部门要将药品管理工作做实、
做细，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格
购药流程，做好药品销售登记、核
查工作。同时，药品经销商户要严
格依法依规销售药品，确保相关工
作不出漏洞。

区领导杜春涛、陈军胜、朱凯
参加检查。

金晖喻华锋检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本报讯（记者 马燊）北京冬奥
的脚步越来越近，我区作为与冬奥
赛场首钢园仅一河之隔的“冬奥
近邻”，冰雪运动和冰雪娱乐项
目可谓是遍地开花，市民们都沉
浸在了冬奥带来的新鲜体验和快
乐之中，感受这个冬日里盛开的“运
动之花”。

赵晨振是我区军庄镇的一名普
通工作人员，这两天可忙坏了她。
镇里又是冬奥歌曲联唱、又是冬奥
舞蹈快闪，还举办了市民冰雪运动
会，百姓们热情地参与到各种活动
当中，都觉得新鲜又快活，不少村里
的老人都说，在村里生活了一辈子，
没想到，头一次接触冰雪运动是在
自家门口。

“我觉得冬奥带给我们的不仅
仅是一种荣誉，更多的是冰雪运动
的普及和百姓健康意识的提高。这

几天，不仅各村的
老百姓都投入到
了迎冬奥的氛围
之中，我自己也参
加了许多冰雪运
动，感觉特别开
心。”赵晨振对记

者说。
龙泉镇和城子街道也先后举办

了市民冰雪运动会，冰蹴球、旱地
冰球、旱地冰壶、旱地滑雪、VR体
验，一个个市民平常鲜有接触的运
动项目直接来到了百姓家门口，大
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热情参与
到运动项目当中，脸上挂满了兴奋
的笑容。

“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现在像
冰壶、冰球这些运动到了家门口了，
这机会可难得。而且旁边还有人给
讲关于冬奥和冰雪运动的知识，我
算是学到了不少。”一位体验了冰雪
运动的市民说。

“挥毫泼墨一笔就，冰雪豪情纸
上来。”在京西百里大山中的清水镇
下清水村，一场关于冬奥主题的笔
会正在进行当中，区文联的书法家
们将融入“迎冬奥”“创城”“双拥”

“法治”等多个元素的春联送到了山
区百姓家门口，同时，也把冬奥的

“冰雪豪情”带到了深山区。
操着浓厚乡音的百姓们高兴的

合不拢嘴，顺口溜脱口而出：“春节、
冬奥一起来，书法家们展文彩！”

深山区百姓乐开了花，浅山区
更是热闹非凡，妙峰山镇灵溪风景
区里，5座冰场在山谷里连绵成了一
汪冰湖，孩子们的欢笑声不时传来，
大人们也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一
边赏景、一边合影留念，冰雪的魅力
在冬日暖阳中纵情展现。

“这些都是这两天拍的，门头
沟现在有关冰雪的娱乐项目特别
多，我们都会带着孩子来玩，又亲
近自然、交通也方便，而且这两年
门头沟民宿也发展的不错，玩一
天，再住一晚上精品民宿，一个周
末过得都特别充实。”一名游客一
边给记者展示着手机中的照片，一
边对记者说。

但要说热闹，这几天最热闹的
还得说是门城湖上的冰场和冰雪大
滑梯，永定河宽阔的水面上，层层
坚冰冻的极为厚实，放了寒假的小
朋友们纷纷蹬上冰鞋、坐上冰车、

拿起冰钎，穿梭在冰面上，一张张小
脸儿冻得通红，鼻子尖上还挂着寒
风吹出的鼻涕，但表情上却满是欢
喜，只要一停下，头上就会冒出蒸腾
的热气。

大人们也是不甘落后，不管是
年轻的情侣、还是中年的夫妻，在冰
场和冰雪大滑梯等娱乐项目中，大
家皆是兴奋不已，尽情享受着这冬
日的童趣。

冰雪运动在我区各所学校中也
结出了累累硕果。记者了解到，早
在2020年，我区就在38所中小学
开设冰雪运动特色课程，还组成了
冰壶、短道速滑等运动队，培养我区
中小学生参与冰雪运动。

区冰壶队的教练员告诉记者：
“没有场馆，我们就带孩子们去其他
区县训练，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冰雪
运动。相较于其他运动项目，冰雪
运动更能培养孩子们的专注力，对
孩子的成长有很多好处。”

冬奥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场
盛会或是一次运动会，还体现出了
祖国的强盛、国际社会的认可、健康
的生活理念和百姓富足的精神文化
生活。

本报讯（记者 马燊）1月21日晚，我区召开疫情
防控工作会。区委书记金晖，区委副书记、区长喻华
锋，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陆晓光出席会议。

会上，喻华锋传达了市委、市政府相关会议精神，
并就近期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部署。

金晖指出，将各项措施做实、做细是下一步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点，全区各相关部门要继续提高认
识，从严从实做好大数据筛查、核酸检测、疫苗接种
等工作，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认真排查隐患、堵塞
漏洞，全力确保百姓安全、健康。要继续强化检查，
进一步扩大检查范围，特别是针对冷链食品的储
存、运输环节，要做好溯源工作，并严格市场管理，
切实将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实处。要做好重点人群、
重点行业的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工作，严格按照市
级相关部门要求，督促相关人群按时进行核酸检
测，要加强人员密集场所疫情防控措施，有针对性
地开展疫苗接种上门服务。要认真做好涉疫诉求
化解工作，切实提高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着力解
决百姓在就医服务、核酸检测、疫苗接种方面的诉
求和问题，为即将举办的冬奥会、冬残奥会做好服
务保障。

区领导王建华、庆兆珅、张翠萍、杨建海、曾铁
军、曹子扬、李伟、朱峰、陈军胜、颉换成、朱凯、杜斌
英参加会议。

1月24日下午，我区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区
委书记金晖，区委副书记、区长喻华锋，区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陆晓光等区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建华部署了“电
子围栏”派单风险人员管控工作，并对村居疫情防
控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副区长陈军胜部署了疫情
防控相关工作；副区长朱凯通报了近期市场领域工
作情况，并部署了冷链监管等重点工作；区卫健委
负责人汇报了全区核酸检测整体布局及存在问题；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涛，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区监委主任曾铁军分别通报了疫情防控指导组
和疫情防控监督组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金晖指出，当前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全区各单位、各部门要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意识，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疫情防
控相关工作部署，以最快的速度、最严的措施，配合全市阻断疫情传
播链。要继续强化“电子围栏”内人员的管理力度，不折不扣落实市、
区两级防控要求，严格监测人员健康状况，细化服务管理流程，配齐
社区力量，切实做到多线作战、精准到位。要进一步加强扫码、测温
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按照最新防控要求，落实好核酸检测、疫苗
接种等工作，督促市民减少聚集，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人群的监管
力度。全区各医疗机构要提高认识，把重点精力放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来，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以最快速度、最大力量确保核酸检测做到应
检尽检。

区领导庆兆珅、张翠萍、杨建海、曹子扬、李伟、朱峰、马强、颉换成、
杜斌英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何依锋）1月24
日下午，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接诉即办”改革专项小组召开会
议。区委书记金晖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门头沟区接
诉即办综合考评实施办法（试行）》
《2022年门头沟区“接诉即办”工
作要点》和《门头沟区2022年接诉
即办“每月一题”推动解决重点民
生诉求工作计划》。

金晖就做好“接诉即办”工作
强调了三点意见：

一是要把握新形势、新要求，
增强抓好新一年“接诉即办”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区各单
位、各镇街要坚定政治站位，扛牢
职责使命，主动向前一步，压紧压
实责任，自觉在服务大局中找准
自身定位，提高全区“接诉即办”工
作水平。

二是要进一步增强工作主动
性，提升抓落实的成效。要对标
《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力争
通过一年的努力，从工作理念、工
作机制、基础保障等层面对全区

“接诉即办”工作体系进行一次深
层次、系统性地重塑，使全区“接诉

即办”工作运行机制顺畅、工作保
障有力、工作效能明显。要坚持问
题导向，以“每月一题”为抓手，通
过整改找到问题的根源，让群众切
实感受到变化。要通过科学的工
作评价体系，引导各单位、各镇街
规范制度、遵守制度，同时把“接诉
即办”的导向树立得更加鲜明，真
正体现国之大者。

三是要层层压实责任，凝聚强
大工作合力。“接诉即办”改革专项
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工
作的定期调度和专项研究，持续深
化“接诉即办”的改革任务。各镇
街、各部门、各单位要各司其职，主
动在工作中找准定位，找准落实区
委、区政府工作要点要求的结合
点，把准做好民生工作的切入点，
与区城指中心及相关部门打好配
合，抓实、抓细各个环节，不断提高

“接诉即办”工作整体水平。要强
化党建引领的保障作用，探索有效
路径，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全区“接
诉即办”工作再上新台阶。

区领导王建华、庆兆珅、杨建
海、曾铁军、曹子扬、朱凯参加会
议。

本报讯（记者 陈凯）1月22日
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喻华锋带
队检查冬奥服务保障工作。

喻华锋先后到新首钢大桥、北
京冬奥公园西门、中铁工程局办公
楼北侧、石龙阳光大厦、融悦汇商
场，详细查看冬奥景观布置、疫情
防控、消防安全、人员值守等工作，
并听取相关镇街和部门的工作汇
报，了解各项工作开展情况。

喻华锋要求，全区各相关部
门、属地镇街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
任，有序推进冬奥服务保障工
作。要抓好冬奥期间城市环境秩
序保障，做好环境综合治理、景观

建设、道路保洁等工作，以整洁靓
丽的城市环境迎接冬奥。要坚持

“精益求精、万无一失”的标准，全
力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各部门要
强化协调对接，对住宅小区、办公
楼宇、商场超市、建筑工地等重点
区域和点位开展全面排查，及时
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聚焦疫情
防控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属
地及部门要做好监督指导，督促
辖区企业做好员工健康信息登
记、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等防控措
施，确保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落实
到位。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庆兆珅
参加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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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有课程 景区有设施 镇村有活动

冬奥来了冬奥来了 冰雪项目热了冰雪项目热了 市民热情高了市民热情高了

本报讯（记者 马燊）1月23日凌晨5时半，6辆大巴车驶离了
我区。100名从区医院、区中医医院、区妇幼保健院、京煤集团总
医院等6家医院抽调的医务人员，100名从各职能部门抽调的机
关干部，奔赴丰台区北宫镇的9个社区，协助当地的工作人员开
展核酸检测工作。

抽调的医务人员主要负责 10个核酸检测点的人员采样工
作，机关干部主要负责扫码登记、维护现场秩序、引导市民进行
核酸检测等服务保障工作。

当天是个阴天，早晨的温度只有零下2℃，大家被分派到10
个点位，穿好防护装备，认真地做着服务工作，“请您先进行扫码
登记”“您拿好试管可以进行检测了”“天气冷，大家要注意保暖”，
一声声热情的引导、一声声温暖的问候，让现场秩序井然。

区委书记金晖，区委副书记、区长喻华锋等区领导也到核
酸检测点，慰问抽调的医务人员和机关干部，并鼓励他们要凝
心聚力，坚决打赢丰台区全员核酸检测的硬仗，为阻断疫情传
播链条贡献“京西铁军”的力量。

从早上5时30分出发，到晚上8时完成最后一人的采样工作，
近15个小时的连续奋战，我区的支援队伍共完成了45000人的核
酸检测和服务保障工作，尽展“京西铁军”的责任意识和战斗力。

“除了累，更多的是完成任务的那份满足。希望我们的工作，
能够为丰台区分担一部分压力，更希望这轮疫情能早点结束，我们
将以积极的面貌，迎接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到来。”一名完成任务
的医护人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