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思远

近日，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执
法人员来到位于宋庄镇的一家冷
库进行专项检查。 据介绍， 这家
冷库是线上购物平台 “叮咚买
菜” 在北京的货品储存库房， 占
地约1万平方米， 每日为全市170
余个站点供应约30万件冷藏食
品。

扫码测温后， 通州区市场监
管局执法人员进入库房内部， 首
先检查了库房内每位工作人员的
7日内核酸检测证明、 环境的核
酸检测证明、 消杀记录以及货品
的检验检疫证明 、 进销货的台
账， 同时向库房负责人强调要严
格按要求做好防疫工作。

来到货品存放区域， 执法人
员对库房中环境温度进行检测。
随后， 执法人员用移动终端设备
扫描商品上的冷链溯源码进行检

查， 与进货台账上的记录进行核
验， 确保库房内所有货品来源均
可追溯。

检查过程中， 执法人员发现
库房中存储的同类货品存在多个
货源地情况， 要求库房将不同产
地的货品分开存放。 “分开存放
是为了在突发状况下能够快速将
货品进行隔离和检验， 提高工作
效率。”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流通
科科长祁宇光说。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他们将持续加大对辖区
内大型库房、商超的日常检查，监
督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尤其
是进口冷链食品， 必须做到无检
验检疫合格证明、 无核酸检测证
明、 无消毒证明、 无追溯信息的
“四无”冷链食品，一律不采购、不
经营、不使用、不运输、不存储。

面对 “暴恐分子 ” 闯破
关卡 ， 各单位快速集结 、 紧
密配合， 将 “暴恐分子” 一举
抓获……近日， 一场提升延庆
区反恐处突实战能力的演练，
在延庆阪泉综合服务中心火热
开练。 冬奥延庆赛区社会治安
与安全保卫组组织公安 、 消
防、 卫健等部门协同推进， 开
展突击抓捕的实战演练， 全面
检验反恐处置水平。

据了解， 延庆阪泉综合服
务中心位于京礼高速53.5公里

处，总占地面积16.7万平方米，
是通往北京2022年冬奥会 、冬
残奥会高山滑雪、 雪车雪橇赛
区场馆的必经之地。在冬奥会、
冬残奥会举办期间， 各国运动
员、随行官员、媒体、观众及其
他工作人员在抵达延庆赛区场
馆之前， 都要先经过这里进行
安检、测温、证件核验等，之后
换乘专用车辆前往冬奥延庆赛
区。同时，在张家口赛区外籍运
动员抵离时， 这里还将为外籍
运动员提供临时休息服务。 因

此， 延庆阪泉综合服务中心是
赛区场馆的 “前哨” 和 “中转
站”，安全工作至关重要。

“今天举行的针对刀斧砍
杀、 驾车冲撞、 爆炸劫持、 急
救救援等科目的反恐处突综合
演练， 旨在进一步磨合机制、
查找不足， 提升区属各应急处
置队伍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能
力， 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顺利
举办奠定基础。” 延庆公安分
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副支队
长张成说。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张思琦

新年伊始 ， 新冠肺炎疫情
“突袭” 天津， 中建二局驰援天
津、 迎战奥密克戎病毒的号角随
即吹响。

渤海分公司驰援抗疫物资

1月12日下午， 中建二局渤
海分公司得到河西区、 北辰区防
疫物资紧缺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
与团区委负责人取得联系， 确认
了紧缺物资种类： 帐篷紧缺！ 防
护服紧缺！

王笑辉负责防疫物资采购，
他立刻拨通平日里有业务往来的
防疫物资供货商电话， 不料被泼
了一盆盆冷水， 几家供货商不是
在疫情管控区无法运送， 就是没
有现货， 3天后才能满足大批量
采购需求。

时间就是一切， 必须跑赢病
毒传播的速度。 当晚， 公司发动
员工组建防疫物资支援突击队，
大家想尽一切办法联络物资资
源，一通通电话、一则则微信……

手机打到发烫 ， 电话成了 “热
线 ”。 功夫不负有心人 ， 当晚 ，
经多方联系， 终于找到东丽区的
一家医疗科技企业有防护服储
备。

更令王笑辉没想到的是， 当
得知这批防护服将要做战 “疫”
支援 ， 供货商老板在当前运输
费、 材料费都上涨的情况下， 主
动从纷至沓来的订单中 “挤” 出
库存， 降价提供给公司。 “我被
中建二局的善举感动了， 我这也
算是爱心接力 ， 为抗疫做些贡
献。” 这位老板还主动加入了这
支防疫物资筹集的突击队， 协调
帐篷采购事宜。

最终， 22顶帐篷、 1140套防
护服分别送到了河西、 北辰、 津
南、 东丽四个街道社区， 第一时
间投入战 “疫” 一线使用。

与此同时， 该公司志愿者服
务队的成员们纷纷主动向属地街
道报名， 参与到社区的志愿服务
中。 于洋、 张志华两名员工家住
津南区， 他们主动联系社区， 脱

下 “工作服”， 换上 “红马甲”；
钱廷洋 、 王亮参与社区防疫工
作， 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 工
作一天结束时， 手脚都冻僵不听
使唤……在 “大筛” 现场， 在一
个个社区和楼门里， 志愿者们有
的负责核酸检测秩序维护， 有的
负责为防范区居民集中采购食
品、 药品， 有的负责流调信息电
话沟通……

王勤是公司总部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的一名安全员， “我是
医学技术专业毕业的， 懂得一定
的医护知识， 我有信心能完成好
志愿服务工作。” 看到当地招募
志愿者倡议书， 王勤第一时间就
报名参加。 她的丈夫是项目总工
程师， 工作非常繁忙， 家中还有
不满3岁的孩子，王勤说：“婆婆听
说我要去参加津南的战疫行动，
非常支持，主动帮我照顾孩子，我
也想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李欣蕾今年刚刚转为正式党
员，得知要上一线的消息，她激动
地说：“这正是党员要冲锋在前的

时候， 不报名我觉得对不起我胸
前的党徽。 ”该分公司支援津南战
疫青年突击队已集结完毕， 等待
统一通知，“逆行”出征。

24小时建成10舱气膜
实验室

1月15日18时， 由中建二局
三公司建设的天津市南开区天津
体育馆气膜实验室完成搭建， 16
日凌晨正式投入使用。

天津体育馆气膜实验室由两
组气膜实验室组成 ， 共计10个
舱， 包括1个样本处理区、 2个试
剂准备区、 2个扩增区。 据了解，
投用后， 按照天津市当前十混一
检测要求， 天津体育馆气膜实验
室每日可检测核酸样本150万人
份， 为助力天津阻击奥密克戎赢
取宝贵时间。

据中建二局三公司援建天津
体育馆气膜实验室总指挥孙明介
绍， 中建二局三公司援建队在符
合防疫要求的前提下， 共计组织

调配了260名员工参与建设 。 援
建队于14日18点组织材料进场并
连夜开展施工， 2小时完成图纸
设计及场地布置、 3小时完成第
一组5个实验室的搭建。 从场地
规划到设备进场、 从水电布置到
人员分配、 从平整场地到开始安
装、 从气膜充气到调试工序、 从
调试无误到投入抗疫战线， 截至
1月15日18时， 经过24小时连续
工作， 中建二局三公司完成了天
津 体 育 馆 气 膜 实 验 室 的 搭 建
任务， 第一时间支持核酸检测工
作的进行， 缓解了全市核酸检测
的压力。

16日凌晨， 天津体育馆气膜
实验室完成所有设备调试，“猎鹰
号”正式投入使用。两组气膜实验
室全天候运转， 日最高核酸检测
150万人份。 天津体育馆气膜实
验室的成功建成 ， 将拥有更大
的空间来容纳更多的实验设备及
工作人员，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对
大批量样品进行即时检测， 极大
地提升了单日核酸检测效率。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蒋晓丽 陈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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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二局火线驰援天津抗疫纪实

用责任和爱心与病毒赛跑

冬奥延庆赛区“反恐处突”火热开练
全力保障冬奥会赛时安全

□本报记者 任洁
2022年寒假既是 “双减 ”

后的第一个寒假， 更是一个冬
奥开在家门口的寒假。 朝阳区
共有75所学校267位教师 、 20
余位教科研员参与冬奥课程资
源的开发工作， 帮助学生度过
丰富多彩、 充实而有意义的寒
假。

朝阳区教育科学研究院依
托骨干教师力量， 通过成立研
究小组专项开发、 面向全区教
师广泛征集课程资源等方式，
开发了以冬奥为情境、 以学习
成果为引领， 打破学科界限的
跨学科创新实践学习系列资
源 ， 激发学生参与冬奥的热
情， 并应用所学知识， 跨学科
学习 、 探究 、 实践冬 奥 情 境

真实问题的解决 ， 提高实践
动手能力， 培养创新素养， 助
力 “双减” 落地。

记者昨天了解到， 冬奥跨
学科学习活动课程资源共有27
个， 包括 “人文奥运、 科技奥
运、 绿色奥运、 激情奥运” 四
个微主题， 覆盖小学和初中学
段10余个学科。 每个课程资源
由 “主题指 南 和 微 课 视 频 ”
组成 ， 其中主题指南帮助学
生快速了解活动背景、 内容、
形式和成果； 微课视频则通过
“情 境 创 设 ———问 题 解 决 导
引———任务驱动———成果展示
交流” 等环节， 帮助学生掌握
相关主题技能和方法， 学以致
用。

朝阳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相 关 负 责 人介绍 ， 此次跨学
科主题学习活动课程资源凸显
冬奥特色，包括冬奥科技、冬奥
火炬、冬奥文化、冬奥“国”色 、
冬奥冰雪运动等丰富内容，聚
焦冬奥科技、 文化和生态等多
重元素， 不仅能带领学生探寻
冬奥的绿色生态， 还能够感受
最新的科技发展， 感悟冬奥文
化。

同时， 课程资源注重真实
问题情境的创设， 利用一个个
小主题鼓励学生从跨学科角度
考虑复杂问题， 挖掘学生对冬
奥相关领域的内在兴趣， 培养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创新实
践能力。

朝阳教师开发冬奥主题学习活动课程资源
凸显冬奥特色 感悟冬奥文化

■2022相约北京

近日， 顺义区大孙各庄镇、
李桥镇养老照料中心的130多位
老人收到了一份特殊的 “礼物”，
专业的服务队上门为他们理发、
修脚 。 虽然时值腊月 ， 寒气袭
人， 但照料中心里的老人们脸上
洋溢着笑容， 心里也乐开了花。
这份早早的新春祝福和真挚温馨
的关怀， 让休养老人们竖起了大
拇指。

为进一步提升养老机构休养
老人生活、 护理水平， 为他们带
去更多的关心关爱， 顺义区委社
会工委与区民政局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开展 “从头到脚的呵
护， 由内而外的关怀” 项目， 今
年将为全区17家养老机构的920
位休养老人提供洗头、 理发、 修
脚服务， 用心用情温暖呵护他们
的生活， 增强他们的幸福感、 获

得感。
除此之外， 顺义区委社会工

委与区民政局聚焦特殊困难群
体， 同步开展2022年 “两节” 社
区服务活动， 为6个街道的800名
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免费的上门家
政服务。

家住光明街道裕龙五区的宋
老首先享受到了服务。 宋老今年
94岁了， 因身体不适常年卧病在
床 。 老年人 易 出 现 指 甲 变 厚 、
生 长 不 规 则 等 情 况 ， 长 期 卧
床的宋老更是如此。 工作人员
上门为宋老修脚， 受空间条件限
制， 他们全程都要站在老人床旁
弯着腰开展服务。 认真细致的工
作态度和精湛的技术得到老人家
属的认可， 老人的女婿马先生特
意给服务机构发信息表扬工作人
员的服务。

□本报记者 盛丽

通州市场监管局严守疫情防控

冷库专项检查 为市民把好“入口关”

顺义开展上门服务 让老人感受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