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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 北京市各民主党派在行动
□本报记者 王路曼

1月31日， 记者从市委统战
部获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爆发以来， 北京市各民主党
派发倡议、 献良策， 主动投身疫
情防治第一线， 捐款捐物贡献力
量……坚定地与党和人民站在一
起， 心手相牵、 共克时艰。 据统
计， 截至1月30日， 全市各民主
党派累计直接捐助资金9300余万
元， 捐赠口罩、 防护服等医用物
资76万余件。

据了解，1月27日， 北京各民
主党派市委向全市成员发出抗击
疫情的联合倡议， 得到全市民主
党派成员的热烈响应。 他们积极
发挥智力密集、人才荟萃优势，围
绕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防范疫情扩散及交叉感染、 做好

医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活物资保
障、 加强宣传引导维护社会秩序
等方面向有关部门报送意见建议
380余条，助力党和政府科学决策。

同时， 敢于担当， 部分成员
主动投身疫情防治第一线。 其中
民进会员、 国家卫健委专家王广
发， 九三学社社员、 北京协和医
院内科重症医学科主任、 国家高
级专家组成员杜斌 ， 农工党党
员、 北医三院重症医学专家葛庆
岗与北京医院呼吸科副主任许小
毛， 致公党党员、 中日友好医院
外科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段军等数
十位民主党派医护专家率领北京
援鄂抗疫医疗队奔赴武汉疫情救
治一线。 还有众多的民主党派医
护人员战斗在各自工作岗位上，

全力为广大患者提供专业救治和
医疗咨询服务。

此外， 各民主党派成员无私
奉献， 捐款捐物共筑健康防线。
其中 ， 民革党员陈丽华和孙陶
然、 民盟盟员俞敏洪和成毅刚、
九三学社社员周鸿祎等民主党派
企业家慷慨解囊， 捐助数千万元
善款； 民革党员孙斌、 民盟盟员
董瑞、 民建会员左晖等民主党派
成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为防控
疫情提供物资设备、 医疗场地、
后勤保障等支持； 民盟朝阳医务
支部、 九三学社崇文综合支社、
民建中关村支部等众多民主党派
基层组织和成员通过捐款捐物、
开展科普宣传等方式为疫情防治
贡献自己的力量。

全市各民主党派已累计捐款9300余万元

“我们请示守夜岗！ 疫情就
是命令 ， 防控就是责任 。 若有
战、 召必回、 战必赢， 随时听党
指挥， 我愿战斗在疫情防控的最
前线， 请组织下达命令……” 平
谷区山东庄镇65岁的退伍军人刘
富林坚定的说道。

1月29日， 一封特殊的请战
书交到了山东庄镇西沥津村书记
周国东手中。 看着面前几位年过
半百的请战人那坚毅的目光， 一
直奔走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周国东
心中充满了感动。

周国东介绍说： “经过村党
组织研究决定， 将9位退伍军人
吸收为疫情防控突击队预备队
员， 参加疫情防控第一线任务的
准备。” 1月30日下午， 9名退伍
军人集体宣誓， 接下来他们将协
助村 “两委” 担任夜间巡逻的艰
巨任务。

气温零下， 西沥津的夜间巡
逻队依然在坚守着岗位， 冷得直
让人搓手， 而老兵们身姿挺拔，
迈着坚定的步伐， 走在村内各主
要路口之间。 有村民说： “大冷
天儿的， 谁还出来啊， 你们早点
回去吧。” “咱村儿紧邻自住房
项目， 眼看着就是返程高峰了，
我们必须守住防线， 及时将最新
的摸排情况反馈给村里。”

“我们都是当过兵的， 别看
我50多岁了， 可我的身体素质不
输 给 你 们 年 轻 人 ， 夜 间 巡 逻
怎 们 能少了我们这些老兵 。 平
日里， 我还通过朋友圈转发戴口
罩的方法， 提醒亲戚朋友出门戴
口罩。” 退伍军人张林清向记者
自豪地说。

据了解， 自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 平谷区山东庄镇党委、 政府
鼓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参与到防

控工作中， 争当管控服务员、 宣
传 讲 解 员 、 健 康 引 导 员 ， 齐
心 协 力配合各村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守护一方净土。 除了西沥
津村， 在山东庄镇还有很多退伍
军人积极加入到这次 “战役 ”
中，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68岁， 最
小的40岁， 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
己的初心， 践行基层干部的责任
和义务。

这些天， 很多不能到前沿参
加志愿防疫工作的党员群众们，
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一
线防控工作的支持， 有的不透露
姓名为全村百姓捐赠1万只口罩、
有的在深夜为值守人员送去热汤
面、 有的自觉积极转发宣传防护
知识……这样一幕幕支持与理解
让奋斗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心头暖
暖的， 让全镇的疫情防疫工作更
加有力量、 有信心。

坚守夜岗 平谷区退伍老兵请战抗疫
□本报记者 马超

疫情期间偷偷施工 3个小时内就地查处
发现问题， 上报问题， 解决

问题。 疫情期间， 西城区新街口
街道启动快速响应通道， 主动落
实四方责任， 将各类隐患第一时
间消灭在萌芽状态。

1月31日上午10点， 新街口
城管队副队长刘震宇带领队员
们 巡 查 地 区 时 发 现 ， 位 于 西
里三区社区的华商会议中心门
前有几位工人正在修地砖。 “可
别是施工呢。” 凭借经验， 刘震
宇和队员们立刻上前查问具体情
况， 只见施工现场， 地面上四处
是未经苫盖的土石物料， 工人正
在施工。

“疫情期间不得施工您不知
道么 ？ ” “目前在工地有多少
人？” “人员来自哪儿、 住在哪
儿您和我们说一下。” 面对执法
队员的详细盘查， 工地负责人含
糊其词。 面对工地负责人前后不
一的答案， 执法队员们要求其拿
出人员登记台账。 台账显示登记
了38位工人， 来京前地址分布在

河南、 河北、 江苏等地， 在北京
的居住地未详细登记。

“负责人告知了我们7位工人
在西里三区的居住地， 但我们当
场打电话核实时发现几处为居民
户，几处为无效地址。”刘震宇说。

在不能确定工人们何时来
京、 原籍何处 、 人员数量 、 现
居地址等情况下， 刘震宇将检
查情况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关俊
成 和 防 疫 专 班 进 行 了 汇 报 ，
并 告 知工地负责人立刻停止施
工。 接到刘震宇的电话后， 关俊
成副主任立刻 “吹哨” 西城区住
建委相关负责人， 并在当天12点
再次进行联合执法、 同时召开现
场调度会。

联合执法中， 执法人员发现
华商会议中心地下二层存在群租
情况， 部分工人们睡在用木板临
时搭建的通铺上， 不仅自身安全
没有保障， 也存在极大的消防安
全隐患。 同时， 还有7人群租在
西里三区社区两套出租房内。

在现场调动会上， 项目甲方
和项目乙方代表分别汇报了项目
施工情况， 区住建委负责人责令
施工单位必须停工， 要求尽快上
报人员构成， 特别是有无湖北籍
人员。

关俊成提出， 要求项目甲乙
双 方 要 行 使 好 四 方 责 任 中 的
单 位 职责 ， 在疫情期间 ， 务必
管理好单位职工， 面对大批返京
人员， 建立人员健康管理台账，
做好情况跟踪， 确保特殊时期的
社会安全。

当天下午1点， 华商会议中
心已按照要求停止施工， 相关工
作人员将继续跟进施工工人的来
源情况。

新街口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 ， “从发现问题到解决完问
题， 3个小时里， 我们用行动书
写了， 快反应、 快查处的新街口
速度。 防疫特殊时期， 新街口人
还将穿梭在街巷胡同中， 只为保
障居民的健康。”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张海涛

记者从北京铁路局获悉， 受
疫情影响，截至1月31日春运第 21
天 ，北京铁路局共计发送旅客
1651.93万人， 较去年减少195.26
万人， 其中， 北京地区累计发送
827.41万人。 北京铁路局在确保
良好运输秩序、 保障重点人员物
资运输的同时， 为广大旅客和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筑牢防护屏障。

抗疫阻击战打响以来， 北京
铁路局对内在确保干部职工身体
健康保障正常运输秩序的同时，
车上车下、站内站外协调联动，进
一步优化北京、北京西、北京南、
北京北、清河、石家庄、天津、天津
西、 唐山等旅客集中出行及到达
站进出站路线图， 采取固定红外
和移动式手持测试体温相结合方
式， 确保所有进出车站人员和旅
客人人测试体温的同时， 最大限
度压缩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截至1月31日，北京铁路局已经为
管内各大车站配备红外固定测温
仪104台、手持移动测温仪784台。

与此同时， 北京铁路局每天

统一调配安排 1400余名工作人
员， 对管内168个车站候车室、卫
生间、 售票大厅等重点处所和近
200对旅客列车进行全面消毒。在
全局担当值乘的各次列车班组，
按照至少5个测温仪、3套防护服、
3副护目镜，口罩、手套各20副的
标准配备， 在全部进京列车上开
展体温检测和填写旅客信息登记
表制度，并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列
车及车站广播、 电子显示屏等方
式广泛宣传普及防疫知识。

据了解， 北京铁路局充分发
挥车站和图定旅客列车运输优
势， 积极为支援疫情一线的医务
人员和随身携带物资开辟绿色通
道、提供优质服务。 1月25日至31
日， 北京铁路局已经利用列车紧
急为重点地区运送药品、 医疗器
材、 防护服等急需重点物资17批
次，1.75万件箱。 此外，截至2月1
日， 北京铁路局还为从首都出发
的驰援重点地区的医疗队专家、
工作人员等16批283人，随身携运
物资90箱，提供了运送保障服务。

北京铁路局：
打响抗疫阻击战 保障交通运输线
□本报记者 赵思远

北京西站：
旅客无需停留即可测温出站
□本报记者 周美玉

为应对春运返程高峰， 北京
交通部门采取了针对性的应对措
施。目前，北京所有火车站均对到
达旅客进行体温检测， 体温不超
过37.3℃才能出站。 2月2日，记者
在北京西站实地体验返程客流及
疫情防控举措。

当天上午9点35分左右，从太
原南始发的高铁列车进站。 记者
在北京西站出站口看到， 旅客出
站顺畅， 每位旅客手持一张旅客
信息登记表， 检测体温后将信息
表投入出站闸机前的搜集箱，基
本没有排队现象。 车站启用了红
外线测温仪。 该设备无需乘客配
合即可进行快速体温筛检， 有效
缩短乘客测温时间， 能够缓解因
春运返京客流激增而给车站现场
带来的组织压力。

据北京西站相关负责人介
绍， 北京西站从大年三十到正月
初八共计到达旅客60.6万人 ，比
去年同期下降将近六成。目前，北

京西站抽调机关科室干部和各车
间工作人员，在进、出站口共计配
备了19台红外测温仪和50个手持
测温枪， 对进出站旅客进行体温
检测。红外测温仪测温速度快，旅
客无需停留即可测温。 一旦发现
有乘客体温超过正常值将会被送
到隔离区进行复测体温， 确认发
热的乘客将被送往医院发热门诊
进行进一步确诊。

此外， 对于集中到达车次采
用敞口放行， 在做好防控工作的
同时，保障旅客进出站畅通。车站
加强空调通风设施检查、 维修和
消毒，做好候车室的通风换气，保
持候车室内空气清新。 另一方面
加强候车区域的保洁消毒频次，
对候车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同时
开辟了绿色通道， 做好医护人员
和防控物资的运送保障工作。 截
至目前，共计运送12批医护人员，
共计68人。 15批防护物资， 总计
24.7吨。

延长的春节假期即将结束，
眼看着返京的人流越来越多， 2
月2日 ， 记者从石景山区获悉 ，
石景山区广宁街道高井路社区探
索研发出了一款可以通过识别微
信 “二维码”， 进行返京人员信
息登记的小程序。

返京人员只需先关注 “冬奥
社区” 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通过
左下角的菜单栏进入 “进行人员
信息登记表”， 也可以长按 “二
维码 ” 截图 ， 直接进入填报页
面， 如果没有微信， 通过小程序
的链接也可以直接从浏览器进入
填报。 返京人员在回京的路上就
可以远距离完成登记事项。

刚刚返京的张先生通过冬奥
社区微信小程序， 提前就进行了

信息登记， 避免了回京后再到社
区找工作人员面对面填写登记的
程序， 感觉十分方便。

高井路社区党委书记薛海艳
详细介绍了小程序的应用。 电子
登记表有十六项内容，除姓名、身
份证号、 家庭住址等身份信息以
外多采用的是选项方式进行，填
写起来十分方便。 填报人填好后
只需点一下最下方的 “提交”按
钮， 填报的信息就会立即反馈到
社区系统。在登记表上，还注明了
社区的电话， 自我防护的温馨提
示。小程序“扫码”的登记方式，减
少了人员之间的接触， 同时返京
人员提前报备、 社区人员提前准
备， 将会有效帮助社区精准应对
返京高峰人员登记摸排工作。

石景山冬奥社区：
“扫码”登记 应对返京人流高峰
□本报记者 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