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5日， 距离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一周之际， 东城区残联、 东城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开展 “打卡
雪容融， 期盼冬残奥” 东城区残疾人助力冬残奥祝福寄语活动， 引导广大残疾人朋友积极走近冬残奥、
参与冬残奥、 融入冬残奥、 祝福冬残奥。 本报记者 于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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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抓细常态化防控
机场口岸突出“人物同防”

据了解， 为进一步做好首都
机场货运口岸疫情防控工作， 结
合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顺义区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口岸
防控工作专班， 协同做好货运口
岸督导检查、 应急处置、 宣传培
训等工作。

据介绍 ， 在突出 “人物同
防”， 抓细常态化防控工作过程
中， 顺义区强化国际进港货物、
一线从业人员、 库房环境、 车辆
设备 、 特殊废弃物五项重点管
控。 其中， 面对国际进港货物 ，
他们严把卸货、 入库、 拆解、 分
拨 “四个关口”， 逐层严格消杀
后， 对货物外包装标注风险提示
信息， 提示后续环节提升货物接
触人员防护等级， 做好核酸检测
筛查， 做到 “谁开箱、 谁检测、
谁消毒”。 而库内存储期间， 每4
小时还会对货物外表面进行一次
消杀。

据有关工作人员介绍： “重
点管控废弃物清理前， 会使用含
氯消毒剂喷洒或浇洒至完全浸
湿， 并单独暂存。 收集暂存区每

日进行4次环境消杀， 每3天进行
一次核酸检测环境采样。 同时，
专业机构负责清运， 交由市城管
委指定的具备处置资质的第三方
机构进行转运处置， 或者按照机
场飞行区要求的时间、 路线和程
序转运至飞行区垃圾中转站。”

进口冷链产品每日一查
产品可溯源让人倍感放心

每天到北京盒马冷链仓检
查， 是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
法信所执法队员的日常工作。 “检
查台账， 入库抽查， 执法队员的
‘火眼金睛’不放过企业防疫工作
的任何漏洞。 ”顺义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南法信所所长杨树林告诉记
者，他们一遍遍重复防疫要求，除
了对冷库企业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进行严格检查外， 还督促企业对
进口冷链从业人员及共同居住者
进行核酸检测的每日一检。

走进北京盒马冷链仓， 进口

冷链产品实现单区存放， 出入库
单独通道， 相关从业者集中居住
等防疫措施让人大感放心。 “目
前， 我们从事冷链工作的职工共
计21人， 其中有专门装卸进口商
品的职工， 并有专人进行进口商
品四证核查， 将相关信息录入到
北京冷链平台内 ， 每日进行维
护， 同时会下发至各个发货门店
进行链路建立。” 工作人员介绍，
企业销售和储存的所有进口冷链
食品都应在产品标签标识上清晰
地公示其源头产地和 “北京冷
链” 追溯二维码， 做到产品可追
溯。 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日常
检查中， 也会随机抽取追溯二维
码进行检查。

开展入境进京服务保障
坚持隔离过程严格且温暖

在临空假日酒店内， 第11轮
入境进京服务保障任务正在紧张
有序地进行着。 紧盯着监控室里

360多个闪烁的小屏幕， 工作人
员丝毫不敢懈怠， 无死角地监控
着酒店的各个角落。 为严格落实
管控流程和日常防控措施， 在这
个小小的监控室里24小时有专人
值守。 “即便防疫管理严格且繁
琐， 但11轮累计3438名入境直航
进京人员对于酒店的评价还是非
常高的。” 临空假日酒店总经理
段敬表示， 坚持防疫严格、 服务
温暖， 他们力争让每一个隔离人
员都能稳定、 有序、 平安地度过
隔离期。

据了解， 为做好隔离酒店服
务保障工作， 由属地、 酒店服务
保障组、 社区防控组、 医疗保障
组及酒店组成的 “五方专班” 驻
店检查督导入境隔离酒店落实落
细各项防疫措施。 在加强统筹管
理的同时， 严格管控流程。 “入
境进京隔离酒店全面落实闭环管
理， 全体工作人员及专班人员驻
店期间不离店、 不与闭环管理外
人员及社会面接触， 阻断疫情传

播链。” 工作人员介绍， 临空假
日酒店本轮入境进京服务保障任
务于1月26日开启， 至今酒店内
100余名酒店工作人员及专班人
员均坚守工作岗位， 近一个月时
间未曾离岗。

为加强服务温度， 临空假日
酒店积极作为、 加强人文关怀。
“我们结合隔离人员基本情况对
特殊人员， 包括14岁以下儿童、
70岁以上老人、 残疾人、 行动不
便或其他特殊需求人员提供生活
照护， 了解其困难， 确保其生活
和心情平稳。” 段敬表示， 同时
开展个性化服务， 根据隔离人员
年龄档次、 地域差异及饮食习惯
等不同， 尽量采取差异化、 个性
化配餐。 此外， 隔离人员生日或
重大节日， 他们还为隔离人员送
去关怀和祝福， 为隔离人员营造
积极健康的心理环境。

据悉， 目前顺义区共启用4
家入境进京集中医学观察酒店，
自疫情发生以来， 共承接11轮入
境进京服务保障任务， 累计接待
12662名入境直航进京人员 ， 累
计安全处置95例核酸检测呈阳性
情况。 他们正努力持续筑牢 “国
门防线”， 全力以赴营造安全稳
定区域环境。

连日来， 奥林匹克公园公共
区 （简称 “奥园公共区”） 有序
推进冬残奥会形象景观和引导标
识的转换工作 ， 涉及会标 、 会
徽、 吉祥物、 宣传口号等， 截至
26日， 转换任务已全部完成。

记者在鸟巢西南侧看到， 冬
奥会北京赛区的最大场馆内艺术
景观———冬奥五环大型装置已经
替换成了国际残奥委会标志 “三
色带” 装置。 公共区运行团队形
象景观领域副经理邵萧伊介绍，
该装置高8.6米 、 整长18米 ， 是
由三个 “月牙 ” 形组成 ， 每个

“月牙” 由许多很小的模块拼接
而成。 “这种组装模式会使得景
观的线条流畅、 表面平滑。 这是
一个非常精细的活儿， 仅仅拼接
安装部分， 10个工人就花费了大
约90个小时才完成。”

将冬奥五环换成冬残奥 “三
色带”， 是奥园公共区形象景观
转换工作的内容之一。 除此， 奥
园公共区形象景观转换工作还包
括撤掉公共区内的北京冬奥会会
徽、 吉祥物等专有元素， 更换成
冬残奥会会徽 “飞跃” 以及冬残
奥会吉祥物雪容融等。 “景观大

道的冰墩墩换成了雪容融， 并打
造了5号安检口和5B安检口两个
特色安检口， 让这里成为观众的
拍照打卡地。” 邵萧伊补充道。

奥园公共区引导标识的转换
工作同步推进。 据公共区运行团
队引导标识领域副经理张良介
绍， 在转换期间， 针对冬残奥会
特点， 公共区引导标识主要是增
加无障碍信息的功能标识、 公共
信息标识和行人导向标识， 在版
面设计上与冬奥会保持一致， 继
续沿用对比鲜明的色彩， 方便大
家的辨识及使用。

□本报记者 孙艳

从大学入伍， 他在军营里
淬炼成一名合格的士兵； 退伍
回校读书， 他保持着军人本色，
继续寻找各种报国机会， 在冬
奥会大学生志愿团队里， 他成
为 “00后” 最可信赖的 “兵哥
哥”。

潘昊坤是北京科技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大三学生 ，
2018年从学校应征入伍， 服役
于武警内蒙古总队某部。 他在
部队苦练本领， 力求将自己磨
练成一把保护人民群众的 “利
剑”。 两年过去， 他迅速成长为
一名合格的武警战士， 曾获得
嘉奖一次。

2020年退伍返校 ， 他依然
保持着优良的军人作风和良好
习惯， 以部队的高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 谈及报名冬奥会志愿
者的初衷， 他的想法简单而坚
定， “这个决定不是我的冲动
之举， 而是受新时代大学生使
命感的驱动， 总觉得自己在这
个重大的时刻要做些什么。”

在进入冬奥场馆工作岗位
前， 潘昊坤意识到一个不大不
小的 “拦路虎 ” ———他的英语
口语不熟练。 他所在的体育通
行控制岗位需要直接接触各国
运动员， 如果口语不过关会影
响志愿服务的效果， 往大一步
说， 站在这里的志愿者不仅代
表自己， 更代表中国青年人的
形象。 为此， 他找来赛事培训
视频反复观看， 记录并背下所
有重点词汇和短句， 并经常与
校内留学生进行对话训练， 在
宿舍里也抓住空闲时间不停练
习。 北京冬奥会开始后， 他在
比赛现场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

站姿标准， 对每一个进入区域
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都耐心检
查证件， 检查完回复一句 “谢
谢您的配合”， 他用一举一动展
现了退伍大学生的精神风貌。

每天在工作场馆与驻地酒
店之间两点一线的忙碌， 服务
期间不能随意外出， 他对这种
管理模式并不陌生， 军旅生涯
早已帮助他养成坚韧的军人意
志。 他也与身边的志愿者分享
参军时的管理经验， 鼓励大家
在生活、 工作上乐观面对， 带
动同伴一起完成服务任务。

除了完成好本岗位工作外，
他还担负着机动任务， 经常要
配合其他岗位共同完成一些额
外任务 ， 每次他都主动请缨 ，
走在前面去帮忙， “本来我就
比大家年长一些， 还有服役的
经历， 这时就应该主动担起责
任， 做好模范带头作用。” 作为
大学生志愿团队里为数不多的
“90后”， 在 “00后” 面前， 他
自觉扮演起 “兵哥哥” 的角色。

有一次， 一位同学因为前
一晚值过晚班， 第二天早晨错
过早班车， 只能等待一个小时
后的另一班车前往场馆， 其负
责的岗位临时 “出缺”。 提前到
达场馆的潘昊坤得知消息后 ，
在之后仍有三个小时的值班任
务情况下， 决定代替同学顶上
去。 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项团队
任务， 团队成员有义务互相修
补出现的 “漏洞”。 “我相信如
果有一天我在工作上出现失误，
其他成员也会帮我查缺补漏 ，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 我们的共
同目标是高质量完成冬奥志愿
服务任务。 ”

顺义用最暖守护扛起“国门卫士”的战疫担当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赵泓璇 梁志扬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下， 首都机场货运口岸突出 “人物同防”， 严守 “第一国门”。 昨
天， 记者从顺义区获悉， 在坚持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扎实做好 “国门防疫” 工作过程中， 顺义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监管进口冷链产品， 做到每日一查； 全区启用4家入境进京集中医学观察酒店，
严格闭环管理和服务直航进京隔离人员， 实现多举措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

机场口岸 “人物同防” 进口冷链每日一查 进京隔离又严又暖

———记北京科技大学志愿者潘昊坤

■2022相约北京

“雪容融”上岗 冬残奥会景观准时“上线” 退伍不褪色的冬奥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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