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送一
份生日礼物， 唱出一首歌曲，“打
卡”一项体育运动，录制一部短视
频……记者昨天从首钢矿业公司
获悉， 为了让住宿职工在疫情期
间心里有暖意、工作有干劲、生活
有滋味， 公司运输部开展了线上
“四个一”活动。

运输部统计了疫情期间过生
日的家属，并写好贺卡，提前为住
宿职工的家人寄去了一份生日礼
物。 为了丰富住宿职工的业余生

活， 运输部开展了线上个人唱歌
分享活动， 组织者建立 “歌声嘹
亮”微信群，每名参与者每三天在
微信群内分享一首歌曲。 运输部
还在疫情期间倡导健康的生活方
式，开展了线上打卡健身活动，考
虑到年龄较大的职工不擅长唱歌
和运动， 运输部就鼓励住宿职工
去拍摄同宿舍职工运动或录歌时
的照片或者小视频。 活动组织者
将大家发来的视频和照片混剪成
视频，给职工当作留念。

首矿运输部开展线上“四个一”活动

为统筹落实疫情防控与经济
社会发展，加快推动复工复产，近
期， 东城区四套班子领导集中走
访驻区企业，“紫金服务管家团”
上门提供贴心服务， 送出政策大
礼包， 全力解决企业疫情期间的
发展难题。

领导带“管家”上门
问需问计于企

今年 ， 东城区安排四套班
子领导作为500家重点企业的服
务专员 “一对一 ” 联系服务企
业， 并为1000家企业配备了 “紫
金服务管家”。

近期 ，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20位区
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服务企业159
家， 收集到防疫物资对接、 政策
资金支持、 行政审批办理、 融资
贷款等各类需求151项， 已由服
务管家分批派单至责任部门办

理。 截至目前， 第一批54项需求
已办结46项， 办结率达到85.2%。

管家团“接诉即办”
携手抗击疫情

东城区首创 “紫金服务” 品
牌， 以 “紫金服务管家团” 的方
式， 为重点企业坚持提供 “对象
全覆盖、 支持全过程、 政策全方
位、 响应全天候” 的 “四全” 服
务， 得到企业一致认可。

疫情期间， 东城区进一步
擦亮这张企业服务 “金名片”，
充分发挥贴身 式 管 家 服 务 作
用 ， 主动收集企业需求， 积极
协 调 解 决 。 打 造 紫 金 政 企 通
APP， 提供线上全天候服务， 推
广 “接诉即办” 模式， 实现 “一
键提问、 精准服务”。 截至3月30
日， “紫金服务管家团” 联系服
务企业2614户次 ， 收集需求638
项， 解决508项。

规定动作加自选动作
精准支持企业

疫情期间， 聚焦企业的困难
及需求， 东城区出台42条措施，
强化市级规定动作落实， 创新亮
出自选动作。 14项区级特色政策
主要包括奖励稳定市场供应的社
会企业、 建立东城区中小微企业
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及专项纾困资
金 、 为市 “房租通 ” 和 “投贷
奖 ” 支持企业配套区级资金支
持、 “紫金服务管家团” 服务、
中小微企业免费法律咨询、 区属
国有企业为中小微企业减免房
租、 一对一融资对接服务等。

下一步，“紫金服务管家团”
将探索派驻管家制度， 试行管家
定期入驻企业， 深入了解企业需
求和困难， 进一步提升管家服务
水平， 助力辖区企业渡过疫情难
关，实现稳定发展。

□本报记者 边磊

0066 ２０20年 ４月 １０日·星期五│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李媛│校对 刘芳

来自一线的报道

走访驻区企业 提供“四全”服务 送出政策礼包

本报讯 （记者 杨琳琳） 目
前， 北京水务系统所有市级重点
工程全部复工复产。 由北京城建
集团中标， 北京城建华宇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承担施工的石景山水
厂也已有序开展施工。 作为北京
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重要项目，
石景山水厂预计今年完成主体工
程，2021年通水。

据了解， 施工现场严格实施

疫情防控管理措施， 进入现场均
需登记个人信息， 午餐送到指定
区域， 避免聚集用餐， 保证施工
场地和生活区安全卫生。 水厂建
成后， 该区域主要水源将从地下
水转为地表水， 有助于减少地下
水开采， 预计供水规模为20万立
方米/日， 将大幅提升区域供水
安全保障能力。

通讯员 孙承芳 刘萍 摄

战战疫疫情情

丰台一集中隔离观察点成立临时党支部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 在位于丰台
区大红门南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入境返京人员集中隔离观察点
内， 十几名共产党员面对党旗庄
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 这标志着
南苑医院与和义街道办事处携手
组建的临时党支部正式成立。

据了解， 该集中隔离观察点
主要用于隔离观察境外返京人
员。 为隔离人员提供医疗服务和
日常保障的是来自南苑医院、 和
义街道办事处、 和义派出所及酒
店的工作人员。 这个临时团队共
39人， 其中13名是党员， 9名是
青年团员。 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 南苑医院与和义
街道办事处商议， 共同成立临时
党支部。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临时
党支部成立大会上， 不仅广大党
员重温了入党誓词， 南苑医院的
9名 “90后” 青年团员还向党组
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90后” 青年医务工作者陈
晨说： “我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给北大援鄂医疗队全体 ‘90后’
党员回信， 总书记的深情寄语和
殷切嘱托， 给了我们广大青年继
续奋战、 再立新功的勇气， 它深
深激励着我。 在这次战疫中， 我
们一定会发挥青年力量， 用行动
书写青春该有的样子。”

据悉， 大红门南路的隔离观

察点有58名观察人员， 南苑医院
的医务人员在做好流行病学调
查、 体温检测及准备医疗物资等
日常工作外， 结合医院开展的中
医药和整合医学特色， 为观察人
员配备了缓解紧张焦虑情绪的无
忧散颗粒和预防新冠肺炎感染的
防肺炎颗粒。 此外， 对有需求的
观察人员开展了线上心理辅导。

临时党支部副书记杨超表
示： “在这个非常时期， 临时党
支部的成立， 不仅有利于党员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 同时， 将吸引
更多优秀的抗疫工作人员加入进
来。 我们坚信， 有了党组织的带
领， 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抗疫
阻击战。”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胡明芳

南苑医院9名“90后”青年团员递交入党申请书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记者近
日从中关村数字电视产业园获
悉，截至目前园区企业全部复工。
这得益于园区坚持防疫和复工复
产两手抓两不误， 为企业精准释
放政策红利、 破除复工复产 “梗
阻”带来的良好助力。

复工后， 产业园加强人员数
据分析，采用扫码标识、线上信息
采集等手段， 确保防控工作的安

全、准确和及时。加大突发事件管
理和防控知识培训， 提供专业心
理咨询和法律服务。其中，牡丹集
团继续以 “云技术” 助力企业战
“疫”， 通过园区智慧服务系统开
展便捷高效的线上服务， 推出园
区特色服务———牡丹云视频、云
办公，提供视频会议、远程办公的
技术手段，解决在家办公沟通、文
件传输等问题。

中关村数字电视产业园防疫经营两不误

本报讯 （记者 邱勇） 4月8
日， 记者从建工路桥集团通州文
化旅游区项目工地获悉， 该项目
承建的长1700m地下综合管廊工
程、跨萧太后河桥、跨南大沟桥等
5项市政工程全面展开， 计划6月
底将实现对通州文化旅游区全面
供水， 标志着通州文化旅游区进
入倒计时阶段。

作为施工单位负责人的北京
建工路桥集团市政一部经理何文
权介绍， 九棵树管廊工程自复工

复产以来，施工井然有序，其结构
工程虽已完成， 但廊内安装任务
依然艰巨， 作为文旅区横断面最
大的管廊， 其承担的为环球影城
项目通电、通水、通气责任尤为重
大， 将直接影响环球影城项目开
园时间。 为确保建设目标圆满完
成，项目部制定近期工期节点，廊
内二次铺装及附属工程于今年4
月30日完成，廊内机电支架、通排
照工程将于6月30日完成，给水管
道工程于7月底完成。

通州文旅区市政工程6月底实现供水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近日，
石景山八角街道发动辖区民间艺
人创作抗疫作品， 民间艺人纷纷
响应。 景阳东街第一社区剪纸艺
人杨秀英就是其中一员， 她用手
中的剪刀创作出一幅幅惟妙惟
肖、具有美好寓意的作品。

“这张是街道书记为工作人
员送温暖， 这张是社区值守的父
子兵， 还有这张是建钢社区老街

坊护卫队……” 杨秀英滔滔不绝
地讲解着作品和作品背后的故
事， 一张张剪纸展现着防疫的感
人瞬间。

“看到一线工作者们夜以继
日、不辞劳苦地坚守社区，我也想
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我把抗击
疫情的感人场景， 用剪纸的方式
表达出来，给他们打气，也提醒人
们加强防范。 ”杨秀英说。

石景山民间艺人剪纸致敬抗疫工作者

抓抓防防疫疫 保保进进度度 石石景景山山水水厂厂有有序序复复工工

东城“管家团”助企业走出“寒冬”

走进位于西三环丰益桥东侧
的北京市政路桥总承包二部房山
线北延03标项目部办公区内，楼
门前的一个绿色标牌极为显眼，
而在另一边的工人住宿区， 则挂
有黄色和红色两种标牌。 同一个
区域，不同颜色的标牌，采用不同
的管理模式。

“红黄绿”分区
保疫情防控措施到位

“天暖和了，大家别松劲，继
续把好防疫关。”在房山线北延03
标工地门口， 项目党支部书记刘
春旭正督促门卫紧盯进场人员体
温监测。

“这是我们的分区管理制度，
各个区域划分为红、黄、绿三色：
红色代表‘隔离区域’，发烧人员
经过医院全面检查， 没有问题要
在隔离区域接受隔离。 黄色代表
‘观察区域’， 保障返京人员进行
14天隔离。绿色代表‘安全区域’，
主要包括项目部、 劳务队的生活
区和工地。实行分区管理，减少感

染源， 最大的感受就是管理人员
和工人们工作和生活都踏实。”刘
春旭说。

随着疫情形势转好， 复工复
产势在必行 。 项目部在 “点对
点” 将工人接回项目后， 就将所
有人统一安排隔离观察， 配发齐
备防疫物资和生活用品。 整个观
察区域内都是 “拎包入住 ”， 工
人们吃饭采用分餐制。 考虑到工
程的需求和劳务人员的不断进
场， 项目部又探索出分区管理的
新思路。

一家三口留守工地
边组织施工边参与防疫

“昨天夜里检查现场施工，一
直到今天凌晨。”项目总工程师李
大宁忙了一晚看起来精神抖擞，
状态很好。

李大宁原本春节打算回江苏
连云港老家， 但很多工程年后就
要分部验收，反复思考之后，他决
定这个年留在项目上过， 妻子和
女儿也从老家赶到项目上陪他。

可是， 谁也没有料到春节期间新
冠肺炎疫情的蔓延， 让这三口之
家留守在项目工地上近两个月的
时间。

这两个月来， 李大宁不仅积
极组织施工， 为工期争取了宝贵
的时间， 同时主动参与到项目疫
情防控工作之中。

稳定有序抢工期
确保工程如期完工

房山线北延项目全长5.25公
里，设樊羊路站、四环路站、首经
贸站、 丰益桥南站4座车站。03标
项目包含一个盾构区间、 一个暗
挖区间和一个丰益桥南车站主体
区。目前，工程正在进行一些附属
设施，车站出入口、隧道联络通道
等施工。

“目前，主体工程进入收尾阶
段， 附属最后一块地已经进场，
展开全面施工， 疫情防控形势越
来越趋于向好， 现在大家都憋着
一股劲， 要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夺
回来。” 项目经理韩冬冰说。

“红黄绿”分区管理 开启工程复工冲刺模式
□通讯员 仲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