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区召开会议调度推进疫情防控和创城工作

保持清醒头脑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健全常态化管理机制 让广大市民享受更多创建成果

本报讯（记者 郤立鹏）9 月 11 日，
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 95
次调度会，传达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进一步调度我区疫情防控工作，对
近期创城工作作提示。区委书记穆鹏
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波
出席。

会议指出，当前境外疫情仍在扩
散蔓延，外防输入风险依然存在。要
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严格落实“四方责
任”，抓紧抓实各项常态化防控措施，
坚持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这条主线贯穿各项工作始终，切
实做到两手抓、两不误。

会议强调，党员干部要始终保持
清醒头脑，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决克
服麻痹大意思想，带头落实好各项防
控措施，全力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
壁。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渠道、全
方位的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市民个
人防护意识，切实把常态化疫情防控
机制落实到各行各业。要强化重点场
所疫情防控，严格按照规范开展商场
超市及农贸市场环境检测和消杀工
作，全面落实好各项校园防控措施。
要持续推进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严
格按照市级相关要求，加快推动组织
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常态化工作机制，

把爱国卫生运动同全国文明城区创
建、四个条例落实等工作有机结合，倡
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动爱国卫
生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要加快推进人
居环境整治，深入分析问题症结，全力
推动问题整改，营造和谐美丽的村庄
环境。

会议强调，创城工作永远在路上，
要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杜绝“歇
歇脚、松松劲”的思想，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问题，推动创城工作持续走
向深入。要进一步完善常态化管理机
制，将创城测评标准融入到各部门、各
行业的日常管理标准中，持续巩固创

建成果，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迈
上新台阶。要牢固树立创建为民宗
旨，坚持问题导向，继续推进各项惠民
工程实施，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问
题，让创建成果给广大市民带来更多
获得感。

会议强调，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
不放松，切实将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
到位，不退不让推动全区重点工作折
子工程高水平实施，努力实现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

在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各工
作组任组长、副组长的区领导在主会
场和分会场参加会议。

聚焦“七有”“五性”
办好民生实事

亮出最美延庆范儿
全民共创文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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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宇琦）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市委、市政
府安全生产第四督察组（以下简称第四督察组）于 8月 24日
至 9月 11日，对我区开展安全生产驻地督察。期间，督察组
与区委、区政府相关领导见面沟通，与 6个部门和 4个乡镇
街道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个别谈话，并延伸督察 6个区政府
部门、4个乡镇街道、1个产业园区，组织召开冬奥专项座谈
会，随机抽查 29家企事业单位。9月 11日，第四督察组督察
反馈意见会召开。第四督察组组长姜泽廷向我区反馈初步
督察意见。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波作表态发言。第四督察
组副组长贾太保、周扬胜，以及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张远
出席会议。

第四督察组指出，2018年以来，延庆区委区政府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论述及批示指示精神，立足区
域实际，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
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自觉站在服务世园、保障冬奥的大
局，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深化隐患排查源头治理，夯实
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在肯定我区安全生产工作成绩的同时，第四督察组也
指出了我区部分行业部门和属地存在安全生产形势分析研
判不够深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划分与衔接不够到位、
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落实不平衡、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不够有力等五个方面问题，并对下一步整改落实提出具
体要求。

于波表示，督察组反馈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符合实际、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延庆区将对照反馈意见深刻剖析、举
一反三、照单全收，在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压实责任，坚持统
筹发力、采取务实举措，立足形成长效、完善体制机制等方
面下足功夫，着力补齐工作短板，确保反馈意见落到实处、
问题整改全部到位、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同时，以此次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紧紧围绕服务保障冬奥会和推动地
区高质量绿色发展，不断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新成
效，为维护首都安全稳定贡献延庆力量。

按照《北京市安全生产督察工作实施办法》要求，第四
督察组的反馈意见将在报市政府批准后，正式印发至延庆
区委区政府。

区四套班子领导围绕巩固创城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第十次创城大调研

坚持力度不减 保持标准不降
让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群众创建获得感持续增强

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9月 12日，区
四套班子领导穆鹏、于波、吕桂富、陈合安
带队，围绕巩固创城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
第十次创城大调研。区委书记穆鹏强
调，创城工作没有休止符，要坚持力度
不减，保持标准不降，进一步完善常态
化管理机制，压实日常管理责任，让基
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群众创建获得感
持续增强。

日上市场是我区规模最大的农
贸市场，主要经营各类粮油、烟酒、
百货等商品批发、零售业务，每天进出

市场车流、人流量大，是我区城市治
理的重点。今年，结合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和疏整促工作，我区下大力气整
治日上市场环境，施划交通标线 2300
平方米，拆除违建 162 间，并成立了
日上市场联合检查组，强化对市场日
常疫情防控、经营秩序等的监督检
查，市场存在多年的环境秩序问题得
到了显著改善。区领导一行来到市
场，实地察看了市场疫情防控、环境
秩序、垃圾分类等工作落实情况，了
解了常态化管理机制运行情况，要求

有关负责人要切实把创城成果巩固
下来，进一步厘清管理职责，建立健
全联席会制度，加强对市场环境消
杀、秩序维护、垃圾分类等的日常监
督检查，切实压实市场主体责任，为
市民提供一个干净、有序、卫生、安
全的购物环境。

随后，区领导一行来到双信商城，
察看楼前停车场运营、“门前三包”、商
场后院环境卫生等规范管理情况。结
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双信商城与北京
静态交通公司合作，加强对商场前停车

秩序管理，新施划停车位 96个，重新组
织了交通流线，停车秩序得到明显改
善，受到了市民和商户的赞许。区领导
要求，要科学施划，根据停车实际需求，
最大程度节约空间，让道路更加畅通，
前来购物市民群众更加方便。要结合
网格化管理，进一步强化信息化系统应
用，通过动态管理，进一步提升问题发
现、解决效率，切实办好群众家门口的
事，持续推动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现代化。

区领导黄克瀛、刘瑞成参加调研。

我区新增5家幼儿园 可满足千名幼儿入园需求
本报讯（记者 郤立鹏 通讯员 刘博

文）日前，记者从区教委了解到，今年，我
区新增5家幼儿园，可满足千名幼儿入园
需求，让所有孩子都能接受优质的学前教
育，满足市民对“幼有所育”的美好期盼。

幼儿教育事关幼儿健康成长，更是
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二孩政
策放开后，我区新生儿数量明显增加。
据悉，2020 年是延庆区入园入学高峰
年，9月，全区新入园幼儿 3500余人，比
去年增长将近 1000人。

“面对入园儿童增多情况，区教委
多措并举，加紧推进第三期学前教育行
动计划，做好精准预估。同时，与各部
门协调，腾退闲置空间，改建一幼会展
分园、二幼分园，增加班级 24个，最大
限度满足适龄幼儿入园需求。”区教委
小学学前教育科工作人员张璐说。

区第一幼儿园会展分园位于庆园
街 65号，共设置大、中、小 15个教学班，
可提供幼儿学位 450个，目前已开设 7
个小班，收托幼儿 210余名，共配备教职
工 30名。

走进区第一幼儿园会展分园，宽敞
明亮的教室里整齐地摆放着一张张小
课桌，彩色积木、卡通玩偶、水彩笔等玩
具和学习用品一应俱全。塑胶操场上，
老师们正在为即将入学的孩子准备各

种玩具材料，滑梯等各类活
动设施配备齐全。

“会展分园通过科学改
造后，园所环境健康优美、
设施设备完备。为保证教
室空气质量，我们为所有班
级配备空气净化器和大量
绿植，保障每天开窗通风。
目前，已经经过了 3次专业
的空气质量检测，全部合
格。我们将照顾好每一个
孩子，让他们健康茁壮成
长。”区第一幼儿园副书记、
会展分园负责人田爱红说。

同样开设分园的还有
区第二幼儿园。据了解，区
第二幼儿园分园设置规模
大、中、小 9个教学班，可提
供幼儿学位 225 个，现有 3
个教学班，幼儿 76人，教职
工 14 人 ，其 中 专 任 教 师
10人。

在“快乐发展”办园理
念的引领下，区第二幼儿园分园以科学
为特色，设有乐高专室，供幼儿探索发
现。同时，提出“自主课程+幼小衔接课
程”，把研究贯穿于幼儿一日生活全过
程，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开设分园的同时，
我区也同步推进小区
配套园建设工作，引进
优质学前教育资源来

延办园。
博雅世园幼儿园位于百泉街道世

园村北一街 5号院 1号楼，是我区今年
新建的普惠性民办园，可满足周边多个
新建社区幼儿入园需求。

“今年，我区共建成博雅世园、博雅
万科、泛美三所普惠性民办园，增加班
级 27个，可以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的
学前教育。”张璐说。

2020年，区教委继续优化学前教育
服务体系，完成了区域内 11所民办园、5
个社区办园点的普惠园认定工作，全区
幼儿园普惠率达 99.6%。下一步，区教
委将加强对全区幼儿园的监管力度，督
促其不断规范办园、提高保教质量、提
升办园品质，满足群众需求，办人民满
意的学前教育，推动我区学前教育服务
体系格局更加完善。

筑牢师生健康安全“防护墙”
确保校园疫情“零发生”

——记区教委体美科卫生专干陈利娟
本报记者 张思琦

乙亥末，庚子春，一场疫情席卷
华夏大地。每一场特殊的战斗，都需
要一批英勇的斗士。在抵御疫情工
作中，妫川大地涌现出一大批“拼命
三郎”。区教委体美科卫生专干陈利
娟就是其中一员，疫情期间她尽职尽
责、甘于奉献，为筑牢师生健康安全

“防护墙”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
“优秀教育工作者”。

守护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
每一名学校卫生工作者的责任。疫情
面前，陈利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每天
汇总分析全系统5万多名师生健康信
息工作当中，指导协调全系统各单位
落实疫情防控部署要求。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自1月21日起，陈利娟和同事们不分昼
夜，与时间赛跑。办公室里的电话铃
声、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师生数据的临
时变更，与各工作组联络员汇总信息，
指导学校防控，微信、电话、短信……
每个人的手机都被利用到了极致，生
怕哪个环节、哪条信息出了纰漏。

“那段日子，走在路上满眼都是
学生数据，耳朵里传来的都是电话铃
声。根本不敢开车，因为满脑子都是
重点防控措施。当看到有学生已抵
达湖北，我的心也会跟着紧张，当时
的疫情防控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师
生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陈利娟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地说。

从最初统计武汉返延师生，扩大
到湖北返延，再扩大到所有京外、境
外人员，陈利娟和她的同事们时刻保
持高度警惕。为核实一组数据，他们
坐在一起不知计算了多少遍，早已记
不清为更合理地防控，一起推演了多
少回，更记不清每天从早到晚接打咨
询沟通的电话有多少个……无数简
单的数字背后，是他们日日夜夜艰苦
努力的结果。

当新年的曙光洒向妫川大地时，
陈利娟早已戴着口罩埋头于
紧张的工作中，连热气腾腾的
团圆饺子也顾不上与家人吃。
如此努力的背后，承载的是全

系统疫情防控的作战“中心部”。他
们要拼尽全力确保校园“零感染”，尽
管他们不是“逆袭者”，不穿“防护
服”，但他们所在的位置同样重要。

近 8个月的高强度工作，“铁打”
的陈利娟也撑不住了。因为脊椎病
复发，腰疼的时候她只能趴在桌子上
歇一会儿；没时间吃饭，她就啃几口
面包……尽管压力巨大、疲惫不堪，
但想到自己的工作涉及 5万师生的
安危，她都会打起精神，把所有压力
化为源源不竭的动力，全身心投入到

“战疫”之中，认真细致、毫无怨言。
一路走来，看着疫情防控逐步取

得阶段性胜利，看着全体师生员工平
安健康地返回校园，舍小家、顾大家
的她心中隐藏了些许遗憾与愧疚。
遥想17年前“非典”来临时，她的儿子
还不满1周岁，担任校医的她，一直坚
守岗位，两个多月没有回家，孩子一
直由家人照顾。今年，他的儿子适逢
高三毕业，孩子人生中两个重要时
刻，她都没能陪伴左右，不能在孩子
最焦虑的时候及时给予安慰，不能每
天给孩子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

爱之花开放的地方，生命便能欣
欣向荣。“妈，咱们上一本的愿望实现
了，专业又是我喜欢的，也算是给您这
半年来辛苦工作最好的礼物吧！”孩子
拿着录取通知书欢呼雀跃地对陈利娟
说，此时的她早已潸然泪下。作为母
亲，她又一次缺位失职了，然而，作为
教育系统的卫生工作者，她为守护更
多孩子的健康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正如陈利娟所说，她做的工作虽
然并没有什么伟大和特别之处，但正
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默默无闻的教
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的一
份力量共克时艰，才能护卫在无数师
生健康安全的最前沿。“未来，我将继
续坚守岗位，始终保持初心，护佑师
生健康。”陈利娟说。

图为位于百泉街道湖南小区功德巷6号的第二幼儿园分园 郤立鹏摄

（2版）
我区3万余名党员干部群众参与周末卫生日活动

（3版）
九眼楼长城生态展示区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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