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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郤立鹏 通讯员 程凤娟
毛宇新）2月 22日，永宁镇依法拆除偏坡峪
村一处建筑总面积 280.25平方米的违建房
屋和 1005平方米硬化路面，这也是永宁镇
今年拆除的首个违法建设。目前，违建房
屋已全部拆除，硬化路面正在拆除当中,永
宁镇将加快后续拆除和垃圾清运工作，并
逐步恢复土地原有性质。

据了解，该处房屋业主为 1996年地质
灾害搬迁对象，搬迁后，原住宅土地性质变
更为基本农田。由于业主未履行搬迁后拆
除原住宅义务，导致现有 2栋房屋和部分路

面硬化占用基本农田。经认定，该处建筑
为违法建设。本着对违建“零容忍”的态
度，永宁镇第一时间组织拆除工作，守住耕
地保护红线，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当天上午 10 点，拆除工作正式开始。
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两台施工机械挥舞
着钢铁“手臂”，将违建房屋逐步拆除，不到
半小时就将其全部拆除完毕。随后，工作
人员开始对水泥硬化路面进行拆除。不仅
如此，在拆违过程中，永宁镇严把疫情防控
关，精简拆违用工人数，并要求所有人员必
须佩戴口罩，做到防疫、复工两不误。

据了解，永宁镇今年将继续保持拆违控
违强劲势头，对新增违法建设做到“零容忍、
零增长”，进一步加大对存量违法建设整治拆
除力度，紧盯规自领域专项行动、自然资源督
查、卫片执法和巡查发现等环节，对排查出的
违法建设进行严厉查处，计划拆除违法建设8
万平方米，腾退土地面积12公顷，为区域高质
量绿色发展奠定坚实环境基础。

“永宁镇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按照区委区政府部署，认真
做好复工复产各项工作。打
击违法建设作为区政府折子

工程任务之一，我们在确保人员安全、防疫
妥当的情况下，全面启动 2020年违法建设
拆除工作，打响全镇拆违‘头一炮’。”永宁
镇副镇长韩雪海说，“下一步，我们将加大
拆违控违工作力度，坚决‘控新增、消存
量’，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控违建，将违法
建设扼杀在萌芽状态，不断提升镇域环境
品质，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永宁镇以“零容忍”打响拆违第一战

疫情防控不放松 拆违控违不手软

（下转第三版）

“各位村民请注意，疫情防控期间，禁
止人员扎堆……”每天一早，各村的防疫宣
传广播唤醒了熟睡中的八达岭镇村民。面
对新冠病毒，八达岭镇全镇党员干部为村
民拉起了健康保护网，共筑疫情防控的“铜
墙铁壁”，全力保障村民“零感染”。

装备到位 保障“战时”物资供应
2月 21日一大早，八达岭镇程家窑村

程俊喜老人就来到了村委会，因为今天八
达岭镇民政部门到村里给残疾人送防疫
物资和生活用品，村里的残疾人都早早地
来排队。“大家不要着急，保持一米的距离

排队，每人都有……”最近这几天，镇民政
部门已经先后为镇域内 354名肢体残疾人
员和 20名精神残疾人员发放了防疫物资
与生活用品。

战之所至，装备先行。自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八达岭镇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及时通过从上级单位争取、
多方渠道协调购置口罩、一次性手套、测
温仪、消毒液等防护装备，保障了疫情“战
备”需求。

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的第一天起，
八达岭镇始终坚持所有物资配备优先配

发、配送保障一线使用，按人员数量，视工
作任务和紧急情况，坚持必要使用与节约
使用相结合的原则，及时精准发放，让全
体一线工作人员安心投入防疫工作。截
至目前，累计发放口罩 2万余只、测温仪 66
个、电动喷雾器 21个，消毒液 113桶。

战时防疫练兵 规范流程标准
“您好，您从哪里来，先给您测一下

体温，您最近出过北京吗？您要到谁家
去……”八达岭社区卡口工作人员李新华详
细地询问着进入小区人员。为规范卡口人
员行为，八达岭镇第一时间印发农村（社区）

防控工作方案，针对农村（社区）未发现病例、
出现病例、传播疫情三种情形，明确了8项具
体措施，坚决防止疫情输入、蔓延、输出。同
时，结合实际，制定了防控疫情工作规范，围
绕农村（社区）重点人员管控、农村（社区）卡
口登记、公共点位消毒杀菌、农村（社区）、驻
镇单位摸排筛查、健康教育宣传五方面工作，
提出了工作要领，明确了管控标准，并以正式
文件形式印发至每个村（社区），发放给每名
工作人员。

此外，八达岭镇通过发放知识手册、
宣传海报、

“宅家”不停学 延庆师生开展多彩活动
本报讯（记者 董明昊 通讯员 韩

合心）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区中小学
师生在这个漫长“假期”中，除了完
成日常作业外，还在家中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自主活动，做实验、自制疫
情防控诗歌、画防疫绘画……缤纷
的活动充实了学生的假期，也进一
步激发了学生关注疫情，助力疫情
防控的社会责任感。

在区第二小学二年级（3）班学
生孙仲卯的家里，小仲卯正坐在地
板上认真地拼装积木。色彩鲜艳的
积木在孩子手中翻飞，不一会儿，一
个具有俄罗斯风情的建筑模型就展
现在眼前。随后，他又翻出五子棋，
和家人一起玩了起来。

除了在家中开展益智活动、体育
运动外，孩子们也以此为契机，深入学
习了解了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看到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助力疫情防控所
作出的贡献。孩子们写下了一封封感
谢信、画下一张张图画，用自己的方式
为疫情防控工作加油助威。

“你们辛苦了！在这个非常时
期，感谢你们为不让病毒传染给我
们，不怕冷，不分白天黑夜的守护路
口……”在旧县镇米粮屯村，一封行
文间略带稚拙的感谢信自村委会的
播音喇叭中缓缓播出，飘扬在村子
上空。这封信出自大柏老小学米粮
屯分校二年级学生吴依杰之手。疫
情期间，她看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无论刮风下雪都坚守路口、为村民
保驾护航，非常感动，动笔写下了这
封写给村口值勤志愿者的感谢信，
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

孩子们的自主活动丰富多彩，教
师们也不甘落后。受疫情影响，香营
学校体育教师郎剑超，每天除了到社
区值勤，她还会带着自己的孩子们一
起做居家运动，锻炼身体。正月初六
下午，郎剑超接到消息，相关部门建议
各校体育老师发挥特长，编录居家锻
炼操。她从自己和孩子的居家亲子运
动中汲取了灵感，将一家人的居家亲
子运动录制成十几段小视频，在延庆

教育微信公众号上发布。
《延庆教师“郎小牛”带你动起

来》系列视频一经推出就得到广大
市民的喜爱。在视频中，充满居家
气息的客厅竟充满了无穷的魅
力：一块瑜伽垫、一条毛巾、一把椅
子、几双袜子、几块小格子都能成为
她亲子运动的小道具。《蹬起小车
轮》《小 老 鼠 来 拜 年》《小 猫 钓
鱼》……一项项运动被赋予生动的
名字，走进千家万户，带着全区家长
和孩子跟着她动了起来。

“停课不停学”，虽然学生们不
能回到学校，但趣味十足的自主活
动让学生将对学习的理解从单纯的
学习文化知识上解放出来，带着孩
子们通过这段时间的所见所思和生
活体验，全面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
充分发挥学生个性特长，真正做到

“学而不厌”，让大家在学习知识的
同时，得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向
着成为拥有更强社会责任感的优秀
人才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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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郤立鹏）昨天，区政协主
席陈合安带队来到大庄科乡，检查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工作。

陈合安首先来到铁炉村，详细了解村内
巡查值守、外来人员车辆登记、公共场所消杀
等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实地察看了“原昌
延县干训所”，听取了工作人员对村内红色文
化旅游产业的汇报。他强调，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依然严峻，要继续严格落实“四方责任”，
加强群防群控，抓紧抓实路口管控、体温测量、
人员摸排登记等各项防控措施，全力以赴筑
牢基层防线。要坚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两手抓”，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底蕴，提前策划
符合地域特色的精品活动，推动村内红色旅
游产业稳步发展。

在慈母川村，陈合安实地察看了搬迁新
村工程建设情况，听取了工作人员对村中疫
情防控工作的汇报。他强调，要提前谋划部
署，重点做好外地返工、返岗人员的摸排工
作和医学观察，做到底数清楚、心中有数，全
面做好返回人员的管理服务。要加大疫情
防控宣传力度，通过横幅标语、村广播、宣传
栏等进行全方位宣传引导，提高广大村民做
好个人防护的自觉性。要科学规划搬迁新
村建设，认真做好人员和设备物资等前期准
备工作，确保各项工程进度如期推进。

区政协副主席刘明利一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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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防控出实招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曹欢欢 通讯员 李丹）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
展；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是有效应对
疫情的重要保障。连日来，区经济和信息
化局多措并举，坚持复工复产和防疫防控

“两手抓”，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切实
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

区经信局负责人介绍，按照“轻重缓
急、科学有序、分期分批”的原则，我区坚
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企业复工复
产，督促指导工业企业认真落实《北京市
工业及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防控疫情
指引》，推动企业开展复工复产工作。

为此，区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促进
延庆区重点企业和工程开复工的若干措
施》，对企业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提出明
确要求。区经信局及时收集、转发市、区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相关要
求及技术指引，向企业广泛宣传疫情防控
要点，让企业疫情防控工作有章可循。

同时，全面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
任，联合相关部门和属地，对复工复产和
在产企业疫情防控工作逐户进行严格审
查，重点检查企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防
护物资准备、返岗人员健康情况、生产期
间防控措施等，确保企业在保障安全的

前提下复工复产。建立复工复产企业日
报制度，每天收集企业复工复产和人员
排查情况，配合做好上岗人员数据比对；
建立复工复产企业困难问题台账，协调
解决企业在防疫物资、职工交通、原材料
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保障企业正常生
产。协调延庆园服务中心为同方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光瑞机械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等企业解决复工复产口罩需求。
指导斯贝福（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环都拓普空调有限公司申报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企业信贷，共申请贷款额
9000 万元。

截至目前，区经信局会同延庆园服务
中心已累计协调落实口罩 1.4 万个、消毒
液 2905 公斤、体温枪 50 余支等；全区 44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28 家已开工，开
复工率 63.6%；人员到岗 2431 人，占总人
数的 57%。

为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区经信局
还加强分类指导，优先抓好防疫物资和生
活必需品生产企业复工复产，会同区科
委、延庆园服务中心，积极与口罩生产企
业、原料供应企业沟通，积极引进项目资
源，加快推进生产企业尽快落地，保障全
区疫情防控和居民生活需要。

本报讯（记者 王宇琦）2月 24日，区政
府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常务会议，研究
生态文明与城乡环境建设等工作。区委副
书记、区长于波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生态文明与城乡环境
建设动员大会、教育大会、农村工作会议、新
时代街道工作会议落实情况的汇报，强调，
要全面系统总结 2019年生态文明与城乡环
境建设工作，夯实生态本底，发展绿色高精
尖产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推“两山”理
论成果转化，全力守护好山好水好生态，建
设绿色发展聚宝盆。要着力补齐教育发展
短板，引进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建设高素质
专业化教师队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要积极探索新时代农村发展新思路，推
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加强产业融合，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要以更高的站位认识街道
工作，以更新的思维完善城乡治理体系，不
断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会议听取了关于延庆区生态文明及“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
2020年工作要点、延庆区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0年行动计划、《推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
护和绿色发展实施意见》2019年落实情况、
延庆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情况的汇
报，强调，要紧盯“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三大重点领域，明确指标任务，主动自我加
压，狠抓落地见效。同时，关注各类保护区
和水源保护地，深入践行“两山”理论，推动
区域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要紧抓延海结
对协作机遇，不断丰富协作的形式和内容，
借助海淀区科创资源，围绕“七有”要求和

“五性”需求，深化民生领域结对协作，更好
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提升专业能
力，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推进编
制工作逐步完善。

会议听取了关于延庆区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实施方案的汇报，强调，要紧紧围绕生
态涵养区功能定位，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完
善长效工作机制，广泛引导动员社会公众，
保障投入、严格督考，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提升城乡环境面貌和市民文明程
度，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贡献力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蔡家河地区绿道建设工程开工
本报讯（记者 张宏民 通讯员 赵红梅）防疫生产两手抓。

日前，记者从区园林绿化局了解到，随着气温逐渐回暖，2月
15日，位于张山营镇和延庆镇交界处蔡家河流域的涉水木栈
道工程开始有序复工。工程现场，施工、监理等各单位协同作
战，共同做好防疫措施。

据了解，近日复工的涉水木栈道工程属于延庆蔡家河地
区绿道建设工程慢行道路部分中的项目之一。绿道工程是在
北京市百万亩平原造林成果基础上，利用我区丰沛的森林资
源，自然风貌，打造优质高端的绿道体系。工程建设内容包括
慢行道路、绿化景观提升、游憩服务设施三部分，占地总面积
1093 公顷，属 2020 年北京市重点工程，预计今年 10 月底
完工。

2 月 20 日，记者来到位于涉水木栈道施工现场。过了
“雨水”，北风不再凌厉，泥土慢慢松软，一片片稻田已经
翻耕完毕。稻田附近用一圈铁围挡圈出了一个近似长方
形的封闭区域，几名施工人员佩戴口罩和手套正在将围挡
加固。

“我们涉水木栈道分为三个段落施工，为避免工人在施工
过程中与外界接触，造成交叉感染，我们在每段木栈道四周建
设围挡，封闭后进行施工。”蔡家河地区绿道建设工程工作人
员杨旭告诉记者，“目前，我们已经完成第一段落的围挡建
设。下一步工人将进入围挡正式进行木栈道修建工作。”施工
方除了采取修建围挡隔离施工外，每天还会对工人进行两次
体温检测，对进出现场的工程车辆进行至少两次的消毒，扎实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区园林绿化局根据相关部门要求，综合制定了《工
程专项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管理方案》对工程的疫情防控
的组织领导、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宣传教育、应急措施进行了
详细部署和要求。责成施工单位制定《延庆蔡家河地区绿道
建设工程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预案》，作为疫情期间的施工
管理工作的制度保障。不仅如此，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还
将定期向施工人员发放防疫宣传资料，确保宣传到人，筑牢施
工场地防疫堡垒。

蔡家河地区绿道建设工程开工标志着 2020年园林绿化
工程进入建设阶段，工程完工后不仅能够为广大市民游客提
供休闲娱乐场所，也将与即将到来的北京 2022年冬奥会形成
呼应，为观赛游客提供更多游览选择，彰显我区绿色森林城市
的发展成果。

一手抓防控 一手抓生产

从 2019 北 京
世 园 会 到 2020 年
疫情防控，从一碗
消暑绿豆汤到一杯
驱寒助力姜糖水，
儒林街道康安社区

“ 暖 壶 姐 妹 ”再 出
发，为疫情防控贡
献 力 量 ，共 画 战

“疫”同心圆。 图
为“暖壶姐妹”给社
区 值 守 人 员 送 姜
糖水。

孙有强
摄影报道

八达岭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村民“零感染”
本报记者 刘宇 通讯员 张桂月

区住建委以党建为引领
全力筑牢防疫安全线

本报记者 郤立鹏 特约记者 赵新忠

以党建为引领，让党旗
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区住建
委党组高度重视，严格按照

“四方责任”要求，充分发挥
党建在思想、组织、作风和
制度方面的引领功能，成立
疫情防控一线临时党支部，
全 体 党 员 冲 锋 在 一 线 ，为
165 个建筑工地和 230 余家
相 关 行 业 企 业 筑 牢“ 安 全
线”，全力以赴助力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非常时期，非常措施。
区住建委以分管口为单位，
成立 10 个疫情防控一线临
时党支部，主管领导任临时
党支部书记。此外，以各科
室为单位，成立 23 个疫情防
控临时党小组，科室负责人
任临时党小组组长。党组
机关党委、临时党支部、党
小组及时传达有关会议和
文件精神，指导开展工作，
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实组织
保障。

疫情防控期间，各临时
党支部切实扛起责任，迅速
行 动 ，为 疫 情 防 控 贡 献 力
量。工程管理、质量监督临
时党支部全员坚守一线，每
天对各建筑工地进行不间断
巡查，及时将各项数据整理
上报；冬奥专班临时党支部
加大对冬奥核心区重点项目

复工前防疫措施落实、返京
人员排查和工地封闭管控力
度，确保重点工程在安全防
护的前提下顺利复工；综治
信访、政工临时党支部制定
了《关于新冠肺炎防控期间

“接诉即办”和舆情办理的
工作方案》，层层压实责任，
优化办理流程。针对涉及疫
情类诉求以及突发事故、不
稳定因素可能造成群众生命
财产损失类的诉求，建立 2
小时处置反馈机制，做到疫
情防范不贻误。

不仅如此，为确保在赢
得战疫同时实现安全有序复
工，区住建委核实各项目复
工前期准备情况及存在困
难，协调解决手续办理、物
资供给等难题，并邀请区卫
健委专家进行防疫知识培
训。同时，区住建委还主动
与中关村延庆园、北控京奥
公司等重点项目单位沟通，
加快前期手续办理，促进项
目开工。

疫情防控仍在继续，区
住建委全体党员干部将继续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党
建引领，坚持铁军担当，在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守初心、
践使命，形成上下一心、全
力以赴抗击疫情的强大合
力，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