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疫情防
控阻击战打响后， 大兴区迅速组
织党员干部上一线 ， 目前共有
6000余名党员干部参与疫情摸
排、隔离阻断、保障供给等防控工
作，为社区筑牢“战疫”防线。

海子角村常住居民1万余人，
其中不少人是外来租户， 疫情防
控工作难度非常大。“正是关键时
期，区里干部下沉一线，让我们工
作更专业了。”看着区级机关干部
郭啸天前来驻村， 海子角村一位
干部由衷感慨。

目前，大兴区已有662名区级
机关党员干部在社区、 村庄全职
驻守。与村居干部互相配合、并肩
作战，发挥群防群治、联防联控优

势，通过网格化、地毯式管理，筑
起一道道防疫安全线。

大兴区各镇街按照每个村和
社区至少配备两名干部的标准，
组织1557名镇街包社区（村）干部
下沉到304个社区和358个村庄 ，
收集上报各类问题， 指导监督防
疫工作，责任到人、联系到户。

“防控措施细一分，群众安全
感就多一分。”林校路街道城建科
的李子豪是街道下沉到兴政中里
的干部，兴政中里是无物业小区，
没有门卫值班，防控难度不小，李
子豪第一时间帮助街道平安建设
办公室和社区进行对接， 不仅制
作了值班岗亭和拦车杆， 还发动
了数十位志愿者参与值守。

排查陌生面孔， 为机动车登
记， 给过往人员测体温， 为村民
发放口罩 ， 普及防控应知应会
……李子豪一刻不得闲， 记者发
现 ， 他的兜里像个 “百宝箱 ”，
不仅有好几本通讯录， 还常揣着
两个充电宝。

“我是党员，我先上！”刘颖是
南苑医院的医生， 此次疫情出现
后，她白天战斗在医院防控一线，
下班后便加入到社区防疫志愿队
伍。记者了解到，像刘颖这样的在
职党员， 大兴区目前共有4516名
已主动到社区报到，与社区民警、
物业工作人员、 社区居民并肩作
战，“全社会一起努力， 我们一定
能夺取胜利。”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当
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协助
社区做好辖区居民排查、 登记以
及消毒等工作， 是打赢这场防控
阻击战的重要环节， 因返京人数
普遍增多， 近几天， 社区极缺人
手，缺少数据统计、台账管理和资
料汇总人员， 我们党校人要发挥
专业优势， 承担起社区统计等工
作。”近日，朝阳区委党委书记、常
务副校长李燕梅在全体教职工中
发出了这样的倡议。

接到倡议后， 各支部主动联
系社区，对接实际需求，调整工作
任务，延长服务时间，增派力量到
社区一线， 主动承担起社区数据
统计、资料归档等工作。

李燕梅率先带队深入左北
里、新源里、三源里等社区，询问
社区现存困难， 查看党员干部入
户排查和封闭点值勤值守情况。
校领导班子成员继续带领支部党
员干部深入一线， 坚守疫情防控
每一个战场。副校长战京贤、刘欣

到社区参与防控摸排、执勤，协助
社区登记访客及返京、 来京人员
信息。此外，各支部选派党员干部
还增援到社区数据录入、 资料归
档等工作岗位上， 继续协助社区
登记访客信息， 重点加强对返京
人员的信息登记， 对居民楼喷洒
消毒，在封闭点站岗执勤。

相关负责人表示，战“疫”路
上， 朝阳党校人始终牢记使命担
当，严把安全底线，全力以赴保障
辖区居民健康和安全稳定。

发出倡议 捐款捐物 建言献策 主动服务 手拉手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发出
倡议、捐款捐物、建言献策、主动
服务、 开展京鄂统战社团手拉手
活动……记者昨天从市委统战部
获悉， 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 北京市委统战部整合各
统战社团资源， 从五个方面助力
疫情防控工作，着力打造“北京统
战社团在行动”品牌活动。

据了解，疫情防控之初，北京
市级52个统战社团及300余个基

层组织便积极贯彻落实 《市统战
系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线上接力发起倡
议，通过微信、抖音等形式，发出
网络最强音，传递正能量。在社团
联合提倡议的同时， 各统战社团
利用现有微信公众号制作相关推
送，宣传科学防疫知识，线上筹集
善款超过6.2亿元， 捐赠口罩、防
护服等急需物资价值1亿元。

在建言献策方面， 为助力防

控工作， 截至目前各统战社团共
有350人次对当前防控工作提出
科学建议， 对下一步防控工作乃
至疫情后建设提出前瞻性建议共
计308条。

同时， 市委统战部发挥各社
团中行业代表人士在本行业的领
军优势， 引领带动本行业的优秀
人才近千人参与市委市政府组织
的防疫工作，特别是推荐医卫、心
理、 公共管理等方面的专家48人

投身参与 “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专家咨询团”
工作，每日4人轮值在 “12345”热
线现场接听电话并提供咨询。

此外， 在开展京鄂统战社团
手拉手活动中， 各统战社团纷纷
对口与湖北相应社团建立联系，
以心理疏导、专业服务、支援物资
等多种方式表达对湖北人民的支
持和鼓励，解决实际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 新冠肺炎疫

情牵动着海外华侨华人的心，连
日来， 海内外侨界爱心组织、企
业、 人士纷纷伸出援手， 积极响
应、踊跃捐赠，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上周，全市各级侨联系
统捐款人民币284.16万元， 捐赠
物资人民币147.43万元， 捐赠口
罩17150个，后续防护用品将陆续
到达， 收到的物资也将尽快送往
疫情防控一线。

北京统战社团多举措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黄美倩） “听说有流动菜车，我赶
紧来看看，价格还真公道，疫情防
控期间， 不用走那么远就能买到
新鲜蔬菜，真是太方便了！”家住
北新仓的胡大爷说。

为了保证疫情期间的蔬菜供
应，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菜，东城区
北 新 桥 街 道 及 时 联 系 到 供 应
商———北京街坊铺，经过协商，紧

急调度了2辆流动菜车，派专人把
位于平谷鱼子山镇绿水峡谷生态
园种植基地的蔬菜直接运送调配
到居民楼下。街道在北新仓、民安
两个社区分别设立 “临时菜店”，
每天上午7:30-12:00营业 ， 将安
全、 新鲜的蔬菜以平价供给社区
居民。除了北新仓、民安社区外，
“临时菜店” 还可以辐射到海运
仓、北官厅两个社区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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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报道

朝阳区委党校增派力量到社区严把安全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董思琪） “送外卖不能进小区，
打电话在这儿等着吧。” “大妈，
我们不是送外卖的， 我们这是免
费送给你们的爱心餐” ……这几
天， 类似的对话时常在怀柔区龙
山街道的南大街上演。 据悉， 位
于该街道望怀社区商户王黑麦拉
面馆每天中午为周边的康馨家
园、 东关一区等小区20个岗位的
执勤人员免费送爱心餐， 暖心举
动得到一致点赞。

商户负责人王小龙介绍 ：
“这几天特别冷， 看着他们在外
面执勤很辛苦。 我们商户也是社
区的一分子， 做点儿力所能及的
事儿， 让这些为我们守护安全的
人吃上口热乎饭。” 该店当天准
备了近80份拉面， 从怀柔东关到
丽湖馨居， 一路沿着南大街给各
小区的执勤人员送到手上。 送了
一天之后， 王小龙细心地发现拉

面必须尽快吃， 否则容易坨。 第
二天起，他就把拉面换成了盖饭，
一份米饭两道菜， 每天准时给执
勤人员送了过去。 “我们会把爱心
餐坚持下去，助力疫情防控。 ”

望怀社区党委副书记于原晟

感动地说： “这么冷的天， 商户
主动给我们执勤人员送来热饭
菜， 让我们非常感动。 我们也一
定会更加努力地落实好属地责
任， 坚守工作岗位， 争取早日击
退疫情。”

怀柔区龙山街道望怀社区商户为执勤人员送爱心餐

“让为我们守护安全的人吃口热乎饭”
北大人民医院百人团出征驰援武汉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2月7
日清晨，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
姜保国率医院110名医护人员集
结完毕驰援武汉。 这是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为增援武汉疫情防控派
遣的第三支医疗队。

北大人民医院紧急组建第三
批援鄂医疗队， 将支援武汉重症
患者医疗救治工作。 医疗队由医
院院长姜保国挂帅， 包括重症医
学科、急救创伤中心、呼吸内科等

科室主任专家23名、 高素质骨干
护士86名，管理干部1名。至此，北
大人民医院共派出134名医护人
员，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姜保国表示， 目前正处在疫
情防控关键期， 针对重症患者开
展集中救治， 已经成为武汉市患
者救治工作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医院将进一步发挥大学综合医院
在疑难重症救治方面的优势，全
力开展重症患者救治工作。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记者近
日了解到，百度宣布成立总规模3
亿元的疫情及公共卫生安全攻坚
专项基金， 用于支持新冠肺炎等
疾病的治愈药物筛选、 研发等抗
击疫情工作， 以及更长期的社会
公共卫生安全信息科普和传播。

针对支持新冠肺炎等新疾病

的治愈药物筛选、 研发等一系列
抗击疫情工作， 百度将提供人工
智能技术支持， 配套亿级计算资
源， 助力疾控机构、 科研院所等
研究单位进行研发提速。 同时，
百度将提供时空大数据及分析技
术， 支持对疫情的及时发现、 快
速应对及科学管理。

百度成立3亿元疫情攻坚专项基金

北新桥街道流动菜车开进社区

网网购购蔬蔬果果骤骤增增 商商家家备备货货充充足足
为防范疫情传播，很多市民都通过网络平台采购生活用品。记者昨

天来到位于顺义的苏宁菜场冷链加工中心看到， 新鲜的蔬果源源不断
被运送到菜场分拣流水线，工作人员正在根据订单情况忙着分类打包。
苏宁菜场工作人员表示， 全市153家门店备货充足， 保障社区蔬菜、水
果、生鲜供应。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大兴6000余党员上岗筑牢战疫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