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兴区推出“接诉急办” 百姓诉求办结率达100%

疫情诉求力争2小时内办结
2月6日，记者从大兴区获悉，

疫情当前，大兴推出“接诉急办”，
针对群众的疫情诉求要在2小时
内处理完毕，一般诉求不超过6小
时，最迟不超过18个小时，办结率
达100%，要求一天内督办回访。

走在前
让群众安心在家防疫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 精准
对接群众的“忧、急、盼 、愁 ”， 不
仅要 “接诉急办 ”，还要 “未诉先
办”，为群众解疑释惑、排忧解难，
必将释放出巨大的治理效能。

在大兴区西红门镇兴日苑社
区， 考虑到返京人员需居家医学
观察14天，返京人员家中水 、电、
燃气等使用不足， 隔离期间不便
外出购买燃气的问题， 居委会工
作人员“未诉先办”，积极联系北
京燃气公司西红门站说明这一情
况，通过各方积极协调，第二天就
送来“北京燃气智能写卡终端”设

备， 可以让隔离人员足不出户就
能远程完成购买燃气的便利。 “居
委会在关键时刻， 恰如 ‘雪中送
炭’， 筑牢了守护城市的坚强防
线。 ”在这个特殊时期，居委会工
作人员带着终端设备为居民们提
供上门服务， 让居民们感受到了
真正的便民服务。

大兴区接诉即办调度指挥中
心主任吴坤祥介绍，目前，大兴区
每天有关疫情的诉求大概400余
件。 疫情当前， 推出了 “接诉急
办”， 要求群众的诉求在2小时内
处理完毕， 一般诉求不超过6小
时，最迟不超过18个小时，办结率
达100%， 要求一天内督办回访。
在这场硬仗中， 把群众的需求举
过头顶， 用精准切实举措回应诉
求， 让大兴群众更加身安心安。

解民忧
为蔬菜大棚谋销路

2月5日， 大兴区青云店镇农

技站工作人员收到一条来自菜农
邵师傅的短信：“谢谢您， 菜都已
经销完了，感谢！ ”连用两个“谢
谢”， 是因为农技站为他解决了
一件难事。 原来， 随着基层防控
疫情进入最关键阶段， 青云店镇
农技站工作人员在查看镇域菜农
和农业园区 ， 正好碰上了邵师
傅， 意外发现了新的情况……

傍晚时分， 菜农邵师傅刚给
大棚盖完棉被， 一出来就碰上了
农技站的工作人员， 忍不住叹了
口气。 “今天我家的蔬菜已经出棚
了，说好的商贩暂未返京，现在菜
堆着， 两天发不出去就烂在地里
了，这一茬就打水漂了。 ”

今年收成好， 可碰上疫情防
控期间，大棚里的蔬果销不出去，
让菜农们忧心忡忡。 群众烦心事
的背后是因疫情而直线上升的民
生诉求。为百姓解决这些烦心事、
操心事、揪心事，大兴区启动“接
诉急办”机制。

“那政府帮您销售行吗？ ”工

作人员问：“除了您的菜田， 别家
还存在这个情况吗？”“行啊！那可
真太好了！ ”邵师傅说，“我这有27
个棚都是近两天出棚，有油菜、茼
蒿、菠菜……一两万斤。政府能一
块帮我收了吗？ 另外种菜同行在
附近也有大棚， 也正因菜出棚问
题着急呢！ ”

忙对接
百万斤平价菜端上百姓餐桌

百姓诉求是问题所在， 也是
工作方向所在。说干就干，工作人
员一个村一个村摸排情况， 共发
现青云店镇28家农业园区 、32家
种植大户存在销路需求， 可提供
果菜、叶菜共100万斤，他们将按
菜地批发价源头供应。

大兴区青云店镇第一时间责
成各村及相关部门对各村菜店、
商铺和超市开展蔬菜供销摸排。
经各村和部门走访摸底， 镇域74
家蔬菜销售点因疫情防控和过节

返乡等客观因素， 都未储备足量
的蔬菜，亟待补充货源。 于是，青
云店镇政府按照 “四统一开展保
销售、保餐桌”的保障工作。 由镇
政府统筹在全镇49个村74家销售
点位进行蔬菜调配， 明确村党支
部书记牵头负责、开通绿色通道、
菜店平价销售、提倡线上交易、实
施送货上门等服务， 保证村民餐
桌安全。简单地供货、分销还远远
不够，青云店镇还紧盯食品安全，
由农技站全程做好蔬菜的取样检
测， 负责抓好供应蔬菜的质量安
全， 做到蔬菜货源农药残值源头
检测，保障辖区村民吃的放心。

抗疫关头， 是 “接诉急办”
机制最好的试金石， 也是最好的
提升契机。经一夜连轴辛勤劳作，
第二天一大早， 各村大喇叭一广
播，“青云店镇平价蔬菜供应村级
直销点已到菜店请来店选购。 ”村
民们立即争相前来选购， 井然有
序挑选蔬菜， 并为政府暖心工作
点赞。

“原告 ， 听得清我说的话
吗 ？ ” “好 ，现在开始对服务合
同 纠 纷 一 案 进 行 线 上 询 问 和
调解……”2月7日， 昌平法院公
开调解了一起健身房服务合同纠
纷案件。 此次庭审与以往不同的
是， 在审判庭内， 除了佩戴口罩
的审判员和书记员外， 原告与被
告席上空无一人， 取而代之的是
屏幕上出现的清晰头像和音响里
传出的声音。

确认原告的网络系统顺畅
后， 审判长宣布庭审开始。 庭审
过程中， 案件询问和调解等在线
上有条不紊地进行。 随着当事人
借助电子签名技术完成对询问笔
录的确认， 这场不到1小时的同
步录音录像庭审顺利结束。

这起案件中， 原告既有身在

湖北黄冈的小伙， 也有因隔壁单
元楼发现确诊病例而被封楼的老
人， 但是并没有因为疫情而搁置
审判。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 昌平法院及时做出调
整， 将线下的诉讼全面转向 “线
上”， 借助 “北京云法庭” 系统
平台 ， 网络连线当事人进行庭
审， 做到抗击疫情、 庭审不停。

“此次调解是一起群体性案
件， 针对此类案件， 我们将这个
原定于本周开庭审理的案件进行
‘线上’ 审理， 当事人在家中通
过网络就可以进行开庭。” 昌平
法院回龙观法庭法官王磊介绍
说， 在开庭审理前， 通过 “北京
云法庭” 给当事人发送短信， 短
信内含有下载 “北京云法庭” 客
户端的链接， 当事人进行下载及

相关信息的填写后， 就可参加线
上审理， “通过网络进行开庭，
主要是方便了当事人诉讼， 也可
以避免交叉感染， 也不会延误当
事人对案件纠纷的解决。”

“在这个特殊时期， 法院采
用这种更加安全、 更加方便的方
式开庭非常好！” 原告王某在庭
后为这一形式点赞。

据了解， 本次案件涉及原告
200余人， 其中既有身在湖北黄
冈的小伙， 也有因隔壁单元楼发
现确诊病例而被封楼的老人。 接
下来， 昌平法院将陆续对本次案
件的原告进行案件调解， 案件调
解结束后， 法律文书将通过邮寄
方式送达当事人， 充分利用信息
化技术手段， 推进非接触式网上
办案。

只身工作在社区抗疫前沿， 与
父母亲人相隔两地， 门头沟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干部曹原和家人犹如一
个 “临时党支部”， 各司其职共同抗
疫， 并互写家书给对方鼓劲。

曹原是一个军人和医生家庭
的后代， 出生于1988年。 疫情发
生后， 刚刚和双方父母、 丈夫和
2岁女儿在山东老家团聚不到两
天的她服从组织召唤， 孤身一人
踏上返京列车， 下沉到门头沟社
区一线开展防疫工作。 临行前，
曹原的父亲对她说： “爸爸当兵
当了三十多年， 你妈妈在医院干
了一辈子 。 现在我和你妈年纪
大， 干不动了， 我们在家照顾好
孩子， 你放心去抗击疫情， 就当
替我和你妈继续为国家尽忠吧。”

在归途的列车上， 她有感而
作， 写下真实心声：“武汉———没
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
春天不会抵达， 让我们相约不远

处的春天， 摘下口罩， 真情相拥
盛世太平，繁花与共！ ……”诗篇
获得 “学习强国 ”APP平台的推
送，引发众多网友的点赞转发。

回京后， 曹原第一时间到东
辛房街道石门营二区和六区报
到，协助社区做好入户调查、外来
人口登记、防疫物资发放等工作。
和许多社区工作者一样， 她和伙
伴戴着口罩，扯着嘶哑的嗓子，用
冻得通红甚至干裂的手， 一遍遍
不厌其烦地登记、测量……

期间， 曹原的妈妈怕女儿独
自在京战斗感到孤单， 便用写家
信的方式鼓励女儿，“我曾亲历十
几年前的非典， 深知这次疫情的
凶猛。作为母亲，我不愿自己的女
儿身处险境；但作为党员，妈妈知
道同为党员的你责无旁贷。 咱们
一家子都是党员， 现在就是一个
临时党支部，咱们各司其职。你在
一线奋战， 我和你爸帮你照顾好

孩子守好后方， 你的党员公公现
在每天都在村口执勤， 你的党员
老公带头为站岗人员送营养品，
你两岁多的女儿很听话……”曹
妈妈希望这封信能够带给女儿更
多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有了妈妈的鼓励和家人的支
持， 曹原投身抗疫一线的动力更
足了。休息时，她积极参与为武汉
中南医院的募捐， 主动联系帮助
因疫情隔离居家不便的孤寡老
人， 还会悄悄煮一锅姜汤送给所
在社区的志愿者， 并继续将更多
的战疫心得创作成动人诗篇。

在给父母的回信中， 曹原写
道：“作为军人和医务工作者的后
代， 我一直很骄傲父亲曾是人民
子弟兵，母亲曾是白衣天使。我想
把这份责任继续扛起来， 把一份
光和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爸爸妈
妈，这就是我最朴素的初心，我相
信也是你们的愿望。 ”

全家犹如“临时党支部” 互写家书为抗疫打气

防控疫情 昌平法院“线上”审案

为了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
护人员提供更好的隔离、 休养环
境， 海淀区利用一处处于停业状
态的风景秀丽的酒店， 在全市率
先设立了 “一线医务人员休养隔
离点”，2月8日启用， 首批14位医
护人员入住，包括5名一线医护人
员和9名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

“敬爱的医务人员您辛苦
了！ 感谢您为新冠肺炎疫情处置
付出的辛勤劳动。 为了您和家人
以及其他人的健康， 还需要在此
休养一段时间。 现将一些注意事
项说明如下……” 来到休养隔离
点的医护人员， 会收到休养告知
书， 提醒他们在隔离休养期间的
注意事项。

据介绍， 隔离休养点可提供

142间房间， 主要接待两类人员。
一类是在发热门诊和感染病房工
作的一线医务人员。 他们在工作
14天之后，将接受隔离休养。隔离
休养期间，一人一个房间，一日三
餐由酒店工作人员送至房间，他
们的生活垃圾也单独收集单独处
理， 还有专人为他们的居住环境
进行消毒，每天要监测两次体温。
14天后，体温正常的，才能回到岗
位继续工作。

另一类是疾控中心的流调人
员等有暴露风险的医护人员。 他
们以休养为主。隔离休养期间，可
以到室外活动，但必须单独进行，
避免聚集。 他们每天也要监测两
次体温。14天后确认健康，可以回
家或回到工作岗位上。

全市首个“一线医务人员休养隔离点”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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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报道战战疫疫情情

面对疫情， 全市各社区党组
织细化工作机制， 基本明确了出
入管理、楼门管理、社区宣传等工
作制度，不断优化工作方式方法，
提升社区自治能力， 有序推进工
作，纷纷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平谷区胜利社区党总支总结
出电话摸排统一话术 “四步法”，
建立亲和信任度、 说明排查重要
性、加强宣传预防、摸排登记等，
以温暖的交流方式拉近了工作人
员和居民的距离， 摸排工作效率
显著提高，顺利对辖区内1331户，
4075人口进行了排查摸底全覆
盖， 对外地返京的50人进行了妥
善安置， 同时也将防疫知识送到
了每家每户。

朝阳区建外街道的孟寒光是
永安里社区首汽党支部一名退休
的党员， 也是社区出了名的优秀
志愿者。在抗击疫情工作中，他第
一时间主动请缨， 要求加入社区
疫情防控志愿者服务队。 主动宣

传防范知识， 严格登记外地返京
人员的信息，解读政策措施。在他
的带动下， 灵通观10号楼的其他
党员和志愿者也纷纷加入抗击疫
情的工作中。

顺义区胜利街道建北三社区
有一支由居委会党员、在职党员、
非公企业党员、 离退休党员等组
成的党员突击队， 承担起在门岗
进行值守测量、 排查、 登记等工
作。 像北三社区这样的党员突击
队在胜利街道共有19支， 由居委
会党员、 在职党员、 非公企业党
员、离退休党员、物业公司、派出
所、卫生服务站等500余名党员组
成，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忙碌着。

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天通东
苑第四社区的79岁老人南播华，
是一位普通的退休职工， 家庭经
济条件并不富裕， 但老人希望通
过捐款为防控疫情尽上一份力。
他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 向社区
党支部捐出了1000元特殊党费。

□本报记者 孙艳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范冉冉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向凌潇

□本报记者 白莹 通讯员 张伟华

全市各社区党组织坚守疫情防控一线
□本报记者 盛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