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张同德 付涛

丰台站里品家乡年味

□本报记者 唐诗

石景山居民：预约接种疫苗真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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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免疫海报”贴进餐饮老字号
2月22日 ， 不少来西城区月

坛南街同和居就 餐 的 顾 客 都 发
现 ， 餐馆门口多了一张 “接种
新冠疫苗 ， 共筑免疫长城 ” 字
样的海报 ， 很多服务员的胸前
也贴上了 “我已接种疫苗” 的标
识。

记者了解到， 西城区正在对
辖区内已完成新冠疫苗 “应接尽
接 ” 的餐饮企业发放 “应接尽
接” 标识。 当天， 西城区市场监
管局工作人员为同和居等符合
“应接尽接 ” 情况的门店都贴上
了印有 “接种新冠疫苗， 共筑免
疫长城” 字样的海报标识， 并将
“我已接种疫苗 ” 的标识交给了
门店负责人。

“农历新年前， 我就完成了

新冠疫苗接种。 我觉得保护好自
己 ， 才能保护好顾客 。” 同和居
月坛店餐饮部经理郭素红说。

郭素红介绍： “经常有顾客
会问我们是否做了核酸检测， 是
否接种过新冠疫苗， 目前， 我们
店内93%的服务人员已经接种了
疫苗 ， 做到了 ‘应接尽接 ’， 如
果能有统一的接种标识或公示 ，
相信顾客也会更放心。”

活动当天， 一位在饭店就餐
的顾客说： “看到店里张贴了接
种疫苗的公示牌， 有接种过疫苗
的服务员为我们服务， 过来吃饭
更踏实了。”

西城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餐饮业是贴近百姓的公
共服务行业， 餐饮从业人员属于

高风险人群 ， 按照自愿接种和
“应接尽接 ” 的原则 ， 餐饮从业
人员积极响应接种政策， 既可保
护自己， 亦可切断病毒在人群中
传播 ， 从而达到保护他人的效
果。 与此同时， 市场监管部门还
将不间断对餐饮企业实施环境、
物品核酸检测和人员核酸检测 ，
筑起坚实的防疫长城。

目前， 西城区正在有序组织
餐饮、 药店等行业从业人员全覆
盖摸排登记， 对受众面较广的连
锁品牌和老字号门店重点组织接
种。 截至目前， 西城区餐饮、 药
店从业人员已完成接种近20000余
人 ， 疫苗接种及公示 ， 向餐饮 、
药店发放 “应接尽接” 标识等工
作正在同步有序开展。

21日上午， 在石景山区衙门
口新冠疫苗接种点， 记者看到，
预约接种的居民以街道、 社区为
单位分时段统一乘车到达接种
点， 接种完成后再统一返回。 一
位前来接种的居民告诉记者， 这
种方式既方便了群众出行， 又便
于合理安排接种次序， 减少居民
等待时间。 据悉， 石景山区6个
常设临时接种点在春节假期后全
面恢复使用， 预约登记疫苗接种
的居民可就近选择接种点。

据悉， 石景山区目前已全面
启动新冠疫苗接种预登记工作，
辖区内18至59岁居民可自愿预约
接种。 衙门口疫苗接种点负责人
张双林表示， “21日是春节假期
后衙门口接种点首次开展疫苗接
种工作， 为此从北京康复医院抽
调近60名医护人员， 从早上7点
多就开始准备工作， 全天有1500
多名居民到此接种。”

记者看到， 该接种点面积可
达5000多平方米 ， 分为上下两
层， 居民扫描健康宝、 验证身份
证后就可进入接种区。 在经过医
学询问、 登记等流程后， 符合条
件的居民就可以完成第一针疫苗

接种， 加上半小时的医学观察时
间， 整个过程约一小时左右即可
完成。

来自玉泉西里社区的王美华
说： “得知现在可以自愿接种新
冠疫苗 ， 自己第一时间就报了
名， 接种疫苗对自己和家人来说
就是增添了一份健康保障。”

据了解， 石景山区在启动疫
苗接种预登记工作的同时， 成立
了区级工作专班， 协调全区各医

疗卫生机构抽调医疗卫生人员，
合理安排医护力量配备， 组建接
种救治队伍， 保障接种工作顺利
实施 。 为高效有序开展接种工
作， 全区设置了6个常设临时接
种点， 其中4个作为第一剂接种
点位， 另2个较大点位作为第二
剂接种点位。 同时， 还组织多个
疫苗接种队伍， 到具备接种条件
的大型机构、 单位进行现场接种
服务。

2020年 12月 ， 自贸试验区
（生命园） 人力资源综合服务站
经过各项筹备， 正式成立并面向
企业开放业务办理。 记者昨天获
悉， 日前， 昌平区社保中心 “远
程” 完成首笔自贸试验区 （生命
园） 人力资源综合服务站受理的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核准业务， 企
业不出园区办理社保业务， 真正
实现了数据 “多跑路 ” 、 企业
“少跑腿”。

“现在我们把材料交到服务
站， 不出园区就能办理， 为我们
节省了不少精力和时间。” 日前，
中 关 村 生 命 科 学 园 内 某 企 业
的 经 办人李亚琪来到自贸试验
区 （生命园） 人力资源综合服务
站， 为职工提交办理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业务的相关材料。 服务站

工作人员收取并核实材料无误
后， 告知李亚琪回去等待即可，
这让她很意外， “以前都需要交
到昌平区社保中心才能办理业
务， 一跑就是大半天， 现在很快
就能办完。”

在收到并核实材料无误后，
服务站工作人员直接将李亚琪提
交的材料转递至昌平区社保中心
待遇支付科， 相关工作人员第一
时间为企业办理。 “核准后， 我
们立即将受理业务单以邮寄方式
快递至经办人公司。” 待遇支付
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仅用一天时间， 职工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业务就办理完毕， 这
让李亚琪连连称赞， “相关表单
还 免 费 快 递 到 我 们 单 位 ， 整
个过程的服务都周到贴心。” 李

亚琪说。
据了解， 为服务 “两区” 建

设， 自贸试验区 （生命园） 人力
资源综合服务站成立后， 昌平区
社保中心选派1名业务骨干长期
驻点办公， 负责为园区企业提供
政策咨询、 系统操作指导、 经办
材料审核及转递等服务， 实现企
业不出园区便可办理社保业务，
服务站的成立让园区企业享受到
了切切实实的便利。

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下来 ，
昌平区社保中心将深入企业开展
走访活动， 进一步听取企业意见
和建议， 持续优化经办流程， 简
化业务办理程序。 同时， 还将针
对企业的培训需求， 提供订单式
培训， 提升自贸区企业业务办理
便利度。

这个春节， 丰台站不停工！
为响应 “就地过年” 号召，

今年春节丰台站有1000余名建设
者坚守一线 。 为了让 “留京过
年” 坚守一线的广大建设者过一
个 “暖心、 舒心、 让家人放心”
的春节， 中铁建工丰台站把心思
用在了 “味道 ” 上 。 鲁菜 、 川
菜、 徽菜、 湘菜、 东北菜、 西北
菜、 粤菜、 闽菜等30道菜品， 覆
盖了工地上留京过年的每一名建
设者的家乡 “味道”。

“就地过年 ， 不是将就过
年。” 据中铁建工集团北京丰台
站指挥部党工委副书记段秀珍介
绍， 节前项目就已经开始提前备
货， 并为建设者准备年夜饭。

为保证春节期间让工人吃上
可口满意的伙食， 放心在一线过
年， 中铁建工丰台站项目部精心
筹划了从除夕到初六为期一周的
“丰美” 美食周活动， 7天内为工

友们免费供应30道不同地域、 不
同风情的地道家乡菜， 工友可凭
特制就餐券免费领取当日当餐福
利： 每餐至少两道家乡菜， 除夕
夜可领取4道家乡菜外加2瓶啤酒
或二两白酒， 初一早餐可领取一
份饺子或一份汤圆， 让工友身在
工地也能品尝地道的家乡美味。

安徽籍劳务人员胡孝升说：
“没想到中铁建工丰台站考虑得
这么周全， 就地过年还能尝到地
道的家乡味。 给家里媳妇一说，
媳妇说比自己准备的年货还丰
盛， 羡慕得不得了。”

留在丰台站过年， 不仅仅只
有味道。 据悉， 进入春运以来，
为了让工友安心留京过年， 项目
不仅向全体建设者发出 “留在工
地过年” 的倡议， 还制定 《中国
中铁建工集团北京丰台站项目建
设者留京过年处置方案》， 保障
建设者安康、 喜乐、 温暖过节。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孙丽萍

自贸区企业社保业务实现远程办理

□本报记者 孙艳

朝阳区：

以前一跑大半天 如今快递到手边

公共场所疫苗接种情况有了告知书

近日， 朝阳区向辖区新冠疫
苗接种率80%以上的单位发放疫
苗接种情况 “告知书”， 告知书
显示有单位名称、 员工人数和疫
苗接种比例， 设立相对的安全等
级， 居民们表示， 这份告知书让
大家逛街、 办事更安心。

2月20日下午， 工作人员将
一张 《疫苗接种工作情况告知
书》 贴到一家商场入口处。 记者
注意到， 这份告知书印有 “接种
疫苗利国利民构筑全民免疫屏
障 ” “朝阳群众了不起 ” 等字
样， 并醒目地显示该商场接种比
例为92.45%、 安全等级为 “相对
安全”。 告知书刚张贴上去， 就
引起了准备进入商场的居民的关
注， 不少居民拿起手机， 当场扫
码预约接种疫苗。

记者了解到， 按照全区统一
部署， 朝阳区向辖区接种率80%
以上的单位发放疫苗接种情况告
知书 。 告知书内容包括单位名
称、 员工人数、 疫苗接种比例、
相对安全等级， 并附带疫苗接种
预登记二维码。

“向接种率超过80%的单位
发放告知书， 能在辖区内形成疫
苗接种示范效应。” 八里庄街道
疫苗接种专班工作人员郭晓敏介
绍说。

在来广营北苑邮政支局的入
口玻璃门上也贴有一张告知书。
记者根据这张告知书得知， 这家
邮局的接种比例达到80.5%。 该
邮局投递部副主任程浩介绍 ，
“我们有82名符合年龄条件的员
工， 其中66名已接种新冠疫苗，
剩下的16名马上也将接种。”

“我常到服务窗口办事， 这
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平时接触的人
员较多。 以前每次来办事， 我心
里常嘀咕———他们都接种疫苗了
没？” 一位正在该邮局办理业务
的居民告诉记者， “现在， 看到
这样一份告知书， 我来邮局办事
就更踏实放心了。”

“张贴告知书， 不仅增进了
辖区各单位疫苗接种的积极性，
也提升了居民在企业、 商超、 门
店等单位进行消费办事的安全
感。” 来广营乡一位工作人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