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多患有各种慢性疾
病， 健康情况复杂， 对新冠疫苗
接种存在各种顾虑， 在推进辖区
60岁及以上老年人新冠疫苗 “应
接尽接” 的工作中， 石景山区广
宁街道主动 “向前一步”， 结合
老年人的健康特点和心理特点，
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社会心
理联合会， 在安排专业医生对居
民进行科学指导的同时， 也派出
心理咨询师团队一同上门服务，
帮助老年人消除对疫苗认识的心
理误区， 为共筑健康屏障提供有
效支撑。

在广宁街道， 心理咨询师已
经成为疫苗接种宣传队伍里的
“标准配置”。 “很多老年人的身
体情况是可以接种新冠疫苗的，
只不过心里有一些顾虑， 这个时
候就需要我们心理咨询师来跟老
人进行沟通了。”社会心理联合会
心理咨询师李敏介绍道。

每次入户 ， 李敏都会开启
“唠嗑模式”。 她说， “在心理咨
询的过程中， 第一个环节， 也是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倾听。
每位居民的顾虑都不一样， 有的
是怕自己打完疫苗有不良反应，
有的是在网上刷到了一些负面的

消息等等， 所以就需要让居民开
口说， 只有他们说出来了， 我们
才能知道关键问题在哪里， 要怎
样继续去疏导居民的情绪。”

从劝导居民接种疫苗的 “第
三视角”， 转化成站在居民的立
场，倾听居民内心的声音，这一工
作方式上的改变，为广宁街道疫苗
接种宣传工作装上了 “推进器”。
随着居民们“话匣子”的打开，他
们接纳疫苗的心也随之打开。

“很多居民潜意识里都明白

接种新冠疫苗的重要性， 只不过
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顾虑， 所以我
们就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根据不
同的居民制定出一套疏导的方
法， 让居民们放松下来， 换一种
角度去看待接种新冠疫苗这件
事。” 李敏说道。

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 很多
居民都放下了心中的顾虑， 决定
接种新冠疫苗。 据了解， 截至7
月25日， 广宁街道60岁以上老年
人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91.2%。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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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上半年北京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24.4%

市民绿色出行累计减碳量16万吨

上半年北京查处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7559起

上半年， 聚焦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各项举措， 北京市生态环
境部门深入开展 “一微克” 专项
执法行动， 以挥发性有机物为重
点， 聚焦工业企业、重型柴油车、
非道路移动机械等重点领域，部
署开展了16项大气类专项执法，
联合多部门开展水流域执法， 加
强土壤环境执法。 全市共查处各
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7559起。

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充分利
用科技手段推进精准执法， 严厉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 在全市近
600家重点排污单位安装自动监
控系统， 实时监控污染物排放情
况， 结合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
息平台执行报告， 通过执法检测
等， 查处无证排污、 超标排放违
法行为； 联合公安部门开展打击
危险废物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
测数据弄虚作假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专项行动； 全市61家机动车检
测场全部安装视频监控， 倒查检
验过程、 查处弄虚作假等问题；
借助黑烟抓拍、 尾气遥感监测等
手段筛查涉嫌超标车辆。

全市九成入河排污口已
完成整治

上半年， 本市水生态环境不
断提升。 严格水资源保护， 持续

加强水源地保护， 编制完成密云
水库上游地区空间管控规划， 促
进生态保水和绿色发展； 完成第
一轮密云水库上游生态补偿协议
绩效评估， 监测断面水环境质量
稳步提升。

在加快水环境治理方面， 发
布2022年第1号总河长令， 落实
河长制治水责任制任务清单。 汛
前启动 “清管行动 ”。 全市90%
的入河排污口已完成整治， 383
个村污水设施开工建设 。 加强
水 生 态保护 ， 开展水生态状况
调查， 清洁指示水生生物活动范
围有所扩展， 全市水生态稳中向
好。

在加强土壤污染防控方面，
本市不断完善政策体系， 大力推
进地方立法，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对 《北京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草案)》 进行了第一次审议。 印
发实施 “十四五” 时期土壤污染
防治、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等
规划方案 。 推进农用地安全利
用， 强化种植业、 养殖业污染防
治， 科学使用农业投入品， 持续
推进绿色防控。

碳普惠机制累计产生减
碳量16万吨

上半年， 本市稳步推进绿色
低碳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治理体
系初步建立。

同时， 推进重点领域低碳发
展 ， 启动低效数据中心综合治

理。 大力发展本地新能源， 推进
域外绿电基地建设。 碳普惠机制
引导市民绿色出行， 累计产生减
碳量16万吨。 深化碳市场建设，
1300余家碳排放单位纳入碳市场
管理。 推进试点建设， 发布低碳
试点工作方案， 将围绕先进低碳
技术、 低碳领跑者企业、 气候友
好型区域等引领示范， 带动全社
会低碳生产生活， 提升全市低碳
发展水平。

此外， 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
初见成效。 本市统筹提升生物多
样性保护水平， 强化重点保护工
程， 开展种质资源调查、 外来入
侵物种普查等。 推进生态保护和
生态监管， 印发生态安全格局、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等规划， 首次
构建全要素统筹、 全空间覆盖、
全过程治理、 全周期监管的首都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与实施体
系。 加强生态修复与示范创建，
稳步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创建， 超
额完成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任
务。

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表示，
下半年将继续全面推进生态环境
执法重点工作， 在要素上， 突出
大气、 水、 土壤、 固废、 生态执
法； 在方式上， 优化开展排污许
可 “一证式” 执法、 科技执法、
非现场执法以及服务型帮扶执
法， 宽严相济、 法理相融， 全面
提升综合执法效能， 助力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环
境全面持续改善。

近日， 中国北京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通州园区 “暖心驿站”
与 “务工人员之家” 充分结合自
身区位优势 ， 发挥服务阵地作
用 ， 因地制宜开展 “送爱心服
务” 活动，为辖区户外劳动者、园
区服务人员送去方便面、矿泉水、
雨伞等物资， 传递问候与关爱，
并向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这里太方便了 ， 感谢你
们！” 近日， 10余名户外劳动者
围坐在产业园党群服务中心 “暖
心驿站” 内休息纳凉时， 由衷地
说道。 产业园党群服务中心 “暖
心驿站” 想户外工作者所想、 办
户外工作者所需， 让户外工作者
畅享惠民便捷服务， 感受到了党
和政府的温暖， 从而激发了干好
工作的热情和责任感。

“我们休息的时候可以来

‘务工人员之家’ 歇脚避暑、 饮
水热饭、 休闲放松， 今天还拿到
了这么多爱心物资， 真是太感谢
了。” 物业保洁阿姨向园区工作
人员不断表达感谢， 工作人员则
叮嘱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 也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注
意劳逸结合， 保证身体健康。

此外， 产业园党群服务中心
也将通过开展系列活动， 为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普及党建知
识、 提供党员活动阵地， 不断加
大帮扶力度， 进一步提升党组织
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中的影
响力 、 凝聚力和号召力 。 下一
步， 园区 “暖心驿站” 与 “务工
人员之家” 将不断探索新模式，
不断扩大服务覆盖面， 共同建好
在京务工人员的暖暖小 “家 ”，
共同画好为民服务同心圆。

北京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通州园区开展“送爱心服务”

打造“两新”群体与务工人员幸福之家

石景山区广宁街道帮助老年人消除认识误区

8月2日， 丰台区首家国际学
校———北京丽泽国际学校启用，
将于9月正式开学。 这是丰台区
优化丽泽金融商务区营商环境，
满足高端人才子女优质多元教育
需求， 弥补全区国际学校短板的
教育布局力作。

北京丽泽国际学校位于西南
二环丽泽金融商务区， 实施十二
年一贯制高端国际化教育， 隶属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联合学校总
校。作为丰台区首家国际学校，也
是 《北京市国际学校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 (2019—2021年)》 的规划
项目， 该校被列入 《2022年区政
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的折子工程。 据了解， 丽泽国际
学校的师资团队兼具国际文化、
硕博学历、 留学经历， 教学骨干
均是具有5-10年以上教学经验、
拥有海外留学及执教经历的中青

年优秀教师。
“校园内通过动静分区、上下

分层的设计，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
特性，将教室、景观和活动空间立
体交织在一起，在课堂、课间的交
通流线间实现平衡，兼顾学习性、
创新性和社交性。 ”北京丽泽国际
学校副校长兼学术发展中心主任
许益杨告诉记者。

丰台区教委主任杨晓辉表
示，近年来，丰台区持续加大对区
域教育布局的优化力度， 推动以
高中示范校为引领的教育集团的
深化建设， 同时启动一些新优质
校建设，比如9月将开学的丽泽国
际学校、北京第五实验学校等，给
孩子们提供更多优质学位和出
路。未来，丰台区将进一步扩大优
质教育资源规模， 丰富教育多元
供给， 不断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品质。

□本报记者 任洁

优化丽泽金融商务区营商环境

丰台区首家国际学校9月正式开学

心理咨询师成为疫苗接种“标配”

□本报记者 余翠平

20余项“花+”特色活动丰富市民赏花买花体验

丰台区邀市民体验花卉消费新模式

花卉拍卖、 花卉特色集市、
第三届荷花摄影比赛、 菊花擂台
赛……近期， 丰台区推出20余项
花卉文化消费活动， 在满足市民
对高品质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时，
拉动丰台区花卉产品消费升级，
全力打造多元化花卉消费体验模
式。

刚一进门， 一股花香就扑面
而来。 在南四环草桥东路的北京
花卉交易中心， 最新打造的花卉
消费新街区让人仿佛置身于花的
世界。 这边， “石竹小景” 店铺
里 ， 盆景与心境完美契合 ； 那
边， “青烟香坊” 店铺里， 门头
沟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法
手工制香让店铺香气缭绕； “邻
家花艺” 店铺中， 飞机草、 佛肚
竹、 火红球兰等各式各样的 “网
红” 绿植， 吸引了众多养花、 赏
花爱好者前来 “打卡”。 不仅如
此， 还有花菓糕点、 荷花酥饼百
合花、 菊花养生茶、 花神雪糕等
一道道美味的食花佳肴， 以及荷

花摄影比赛、 汉服文化节、 菊花
擂台赛等趣味互动体验活动。

据北京花乡花木集团董事长
林巧玲介绍， 丰台区正以世界花
卉大观园为核心， 规划打造 “一
核多点活力飘带” 的花卉特色城
市活力中心， 从8月起， 策划开
展 20余项 “花+ ” 特色活动及
“走进森林城市 绽放社区之美 ”
百日公益行动， 进一步丰富市民
赏花、 买花体验， 促进花卉产品
消费。 “大部分活动也将通过线
上直播的形式与市民互动， 让市
民群众充分感受花文化的魅力，
享受花艺、 潮玩带来的乐趣。”

下一步， 世界花卉大观园城
市活力中心将充分发挥空间、 资
源及产业优势， 建设成集合文化
体验、 休闲娱乐、 餐饮零售功能
的融合型花卉消费圈， 发展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数字型花卉消费平
台， 打造丰台 “魅力花乡” 花卉
消费新名片， 助力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

2022年上半年， 北京市大力推进大气、 水、 土壤污染防治， 以及应对气候
变化、 生态保护五大行动计划， 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 日
前， 记者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获悉， 2022年上半年， 北京市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 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31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