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园Park是石景山区最大
的疫苗接种点， 目前单日接种量
达到近4000人次 。 除了疫情防
控， 消防安全也尤为重要。” 自
疫苗接种开展以来， 石景山区消
防救援支队全力保障疫苗接种场
所的消防安全。

根据疫苗接种点人员相对密
集的特点， 石景山区消防救援支
队对此进行了安全风险评估， 制

定有关工作方案， 安排监督员每
日对接种点进行实地检查指导，
并调派一辆消防车进行现场执
勤， 对接种点及周边和园区进行
不间断巡查巡视， 一旦发生突发
应急情况能够做到 “秒级响应”。

据了解， 在疫苗接种点启用
前期， 石景山区消防救援支队法
社科联合区政府办、 住建委、 应
急局、 属地街道等部门， 开展了

全方位的消防安全检查和技术指
导工作， 重点对接种点消防设施
是否完好有效、 消防器材是否配
置到位、 工作人员是否培训、 安
全出口是否畅通等情况进行检
查。 同时督促园区微型消防站随
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对园区人
员和接种点工作人员开展 “一警
六员” 实操实训， 不给隐患留下
余地。

□本报记者 马超

连日来， 在平谷区大华山镇
前北宫村的大街小巷， 处处都可
以看到各家各户门前道路硬化繁
忙的施工场景。 “以前家门口私搭
乱建多，还都乱堆乱放，尤其是主
街道，‘疏整促’开始后，家家门前
干净多了， 道路硬化后街道更显
得宽敞，停车也方便。 ”大华山镇
前北宫村村民高立东说。

前北宫村大小胡同达到几十
条，其中有一条老旧的土路，每逢
雨雪恶劣天气， 对百姓出行造成
严重不便。 2020年底，前北宫村将
道路硬化这项惠民工程办到了村
民的心坎上，仅用两个月时间，完
成了主街道36600平方米沥青铺

设和3990平方米胡同硬化， 并打
通了村后街死胡同， 为百姓出行
带来了极大便利。

小金山景区位于前北宫村村
南，每年桃花节，全国各地游客纷
纷到此赏花， 小金山也成为了名
副其实的赏桃花网红打卡地。 “疏
整促”行动中，前北宫村将小金山
山脚下一处占地260平方米的临
时收桃简易棚拆除， 同时将腾退
出来的土地新加30个停车位，为
桃花节游客赏花提供停车便利。

前北宫村村西原是村内一处
寺庙遗址，周边杂草丛生，空气中
夹杂着垃圾的酸臭味， 严重影响
村庄整体环境。 作为“疏整促”示

范村和第一批美丽乡村试点村，
前北宫村“两委”干部带领党员、
志愿者对杂草进行清理， 对清理
出来的空地进行绿化， 绿化面积
达680平方米。 “以前家门口都是
臭哄哄的垃圾、杂草，现在都栽上
了树，环境改善了，真是太好了。 ”
村民杨文革告诉记者。

大华山镇在落实疫情常态化
防控的同时，持续开展“疏整促”
工作， 加大人居环境提升力度。
通过开展 “星期六大扫除”， 以
及 “评选友善最美家庭” “淳朴
华山人标兵 ” 等活动 ， 激励个
人、 家庭都参与到 “疏整促” 工
作中。

“疏整促”让大华山镇前北宫村靓起来
□本报记者 马超

近日， 中建一局北京城市
副中心项目为了让管理人员和
工友过个“幸福年”，春节期间，
项目部为留京过年的工友提供
免费食宿， 并从小年到正月初
七策划春节活动， 确保每天至
少1场电影、1项文体活动，连续
14天不间断营造“幸福年”。

小年当天， 该项目的管理
人员和工友就欢聚一堂。“双手
擎起砖和瓦 ， 一心建设好通
州”，来自河南的工友杨七林现

场泼墨， 一副春联写出了建设
者参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
自豪。 “2月7日有象棋比赛，2月
16日有唱歌比赛， 这两个活动
我都喜欢。 ”来自河南的工友李
巧燕一边看着春节期间的活动
安排， 一边盘算着自己的工作
时间。 “出来打工，好几年没下
象棋了，这个一定得参加。 ”

据悉， 该城市副中心项目
春节期间将有60余名管理人员
和52名工友留京过年。

连续14天不间断营造“幸福年”气氛

□本报记者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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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然报名援疆， 助力当地农
户改变贫困面貌； 深夜抓捕， 女
警花奋勇扑向犯罪嫌疑人……近
日， 北京物资学院寻访到一批近
5年来在基层表现优异的 “90后”
毕业生的事迹， 通过对在基层工
作的 “90后 ” 青年校友进行采
访、 征稿， 并在学校就业微信公
众号上陆续推送的形式， 在全校
宣传推广优秀毕业生基层就业故
事， 激励在校生勇于奔向基层就
业，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芮稳行是北京物资学院物流
工程专业2015届毕业生， 毕业时
报名成为一名援疆公务员， 现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齐满镇
政府党委副书记。 他制作了多个
视频， 用镜头记录库车人的融情
故事， 让更多人了解这里。 2020

年， 他和同事实地走访贫困户，
制定相应帮扶措施， 解决贫困户
的生活问题。 在他们的努力下，
如今的库车县齐满镇 ， 水渠修
通、 街道变整洁， 村里的土坯房
换成新建的安居房。

物流工程专业2016届毕业生
支嘉， 现在是北京市公安局通州
分局一名基层派出所民警， 每天
接待各类群众， 聆听、 记录、 安
慰、 调解， 从容处理遇到的各种
复杂状况； 面对罪犯， 她和男民
警一起经常蹲守取证到半夜， 抓
捕、 审讯、 押送样样精通。 在一
次深夜抓捕行动中， 队长一声令
下 ， 她身手敏捷地一脚踹开房
门， 和同事当场抓获2名嫌疑人。
2017年和2019年， 她两次荣获通
州分局年度嘉奖， 2018年被评为

“优秀青年突击队员”， 2019年获
得 “副中心警察榜样” 提名奖。

应用统计专业2019届毕业
生罗祎， 在通州区潞城镇企业服
务中心工作。 2020年疫情期间，
她自愿加入抗疫一线， 负责协助
外勤人员对企业复产复工的安全
生产与消防隐患进行摸排检查，
汇总分析企业返京人员信息数据
等具体事务。 她还加入潞城镇战
“疫” 先锋队下沉到村， 与村内
工作人员一起值守村口、 摸排登
记， 做好防控知识宣传和督导。

此次活动由北京物资学院就
业指导中心和校团委联合举办。
“这些毕业生扎根基层， 稚嫩未
褪已勇挑重担， 用实干诠释物院
学子的踏实与担当。” 该学院就
业指导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近日，虽然温度有所回升，但
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置房榆垡
组团施工6标段项目工地依然寒
气逼人， 项目施工人员萧栋全整
了整帽子，戴上手套，做好上工前
的准备工作。 “慢慢地就习惯了，
这两天气温稍微高一些， 我们想
利用这个时机抓紧进行二次结构
施工。”萧栋全说。2020年年初，他
从老家四川泸州来到项目工地
340多天， 没探过亲、 没请过假。
“作为项目现场生产、质量管理的
负责人，每个环节看一眼、盯一盯

都会觉得踏实些。 ”萧栋全说。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

置房项目紧邻大兴国际机场，用
于安置因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影响
而搬迁的19个村， 涉及安置人口
约5.5万人，项目住宅地块占地面
积约10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340万平方米，是目前北京市建筑
规模最大的安置房项目， 项目于
2019年12月开工， 在临空区劳动
者的努力下， 目前项目已完成结
构封顶，今年将按期交房。

实际上， 大兴国际机场噪声

区安置房榆垡组团施工6标段项
目只是临空区众多项目中的一
个，据了解 ，当前 ,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临空区一面战“疫”，一面压
茬推进总建筑面积约115万平方
米的线性工程安置房项目建设前
期准备各项工作， 加速推进永兴
河滞洪湿地项目部分生态服务设
施及绿化工程建设、 河北自贸试
验区大兴机场片区（北京大兴）第
一个建成项目北京自贸区创新服
务中心的入驻和招商工作、 以及
国际商务综合体项目部分主体结

构封顶工作等。以冲锋姿态起势，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区加速推
进工程项目建设大干快上。

据介绍， 大兴国际机场临空
区将各项目的一级开发、拿地、开
工、竣工等关键时间点明确出来，
一边按“图”索骥推进已开建重点
项目全速施工， 另一边商讨待落
地重点项目会战攻坚，做好“三单
管理”，抓住“两区”建设的难得机
遇，按“挂图作战”提出的时间表
抓落实，按下项目“加速键”。

“尽管疫情对发展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但年度目标没有变，要
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把落下的
任务补起来、 把发展的节奏拉上
来。 ”在刚刚召开的大兴机场临空
区管委会年度工作会上， 管委会
主任王有国表示，要对标“三个更
好一点 ”，做 “风生水起 ”的排头
兵，把临空区建设的“规划图”变
成“路线图”，把“意向书”变成“开
工证”，充分利用自贸区和综保区
的独特优势，为“十四五”开局之
年、 临空区建设大发展之年打下
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孙艳

提升学生职业素养 榜样就在身边

大兴国际机场临空区“挂图作战”按下“加速键”

东花市街道居民集体线上过大年

近日， 东城区东花市街道
南里社区“社区春晚”，在街道
融媒体平台 “花伴儿 ”APP（下
称“花伴儿”）上开播。 据统计，
在一个半小时的播出时间内，
累计万余人次在线观看。

据悉，以此次“社区春晚”
开播为契机， 东花市街道同步
推出 “网聚邻里 陪伴过年”为
主题的线上过大年系列活动，
包括玩游戏、送祝福、办年货、
看节目、享便利5大类。 此举是
东花市街道落实市政府提出的
“在京过年”号召，不论是本地
居民， 还是外来人员， 让花市
“家人”们在京过个“幸福年”。

“今年是个特殊的团圆节，

居民们自编自导自演节目，讲
述身边的故事， 想为留京过年
的花市 ‘家’ 送上一场 ‘团圆
宴’。 ”东花市南里社区党委书
记杨立新说。

更让居民惊喜的是，“社区
春晚”结束后，“邻里帮帮团”在
“花伴儿”平台正式亮相。以“春
节‘不打烊’ 帮帮团随叫随到”
为口号， 整合30余家本地生活
服务业商户及有特长志愿者，
形成邻里服务清单，以“帮帮地
图”的形式，通过“花伴儿”平台
向居民展示春节期间可提供的
便民服务内容，如年夜饭配送、
便民维修、防疫物资等，供居民
一键下单。

□本报记者 崔欣———北京物资学院寻访“90后”毕业生扎根基层的故事

石景山区消防为疫苗接种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周美玉

中建一局北京城市副中心项目：

留京过年 暖在身边

多多彩彩活活动动让让留留京京职职工工过过个个快快乐乐年年
近日， 北京住总科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及所属科创支

部在世东国际大厦的大堂内开展了 “留京过年助防疫 世东为您
送福气” 主题楼宇迎春活动， 为入驻单位职工送上了 “温暖包”
“福字包” 等暖心礼物。 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 公司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 为留京过年的职工打造保持交际距离的 “不聚集、 同
娱乐、 共温馨” 的系列游艺活动， 让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祥和、 情
意满满的春节。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刘宁 李唯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