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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打造“文化东城”“活力东城”
“精致东城”“创新东城”“幸福东城”

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
和谐宜居之都”首善之区

东城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国“两会”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精细精准抓落实 确保全国“两会”顺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 乔斐）5 月 20 日，

东城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暨全国“两会”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
站位，高标准进入双重防控、两条战
线作战的新阶段，精细精准抓好落
实，确保全国“两会”期间各项工作平
稳有序。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强各级领
导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迅速进入
全国“两会”服务保障和疫情防控的
战时状态。要立即转换模式，加强值
班值守，落实在岗在职，高标准进入
双重防控、两条战线作战的新阶段。

会议强调，结合当前工作暴露的
问题和突发情况，精细精准抓好落
实。各级领导要增强紧迫感，以“宁
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态度

加强排查防范，抓紧协调调度，切实
将工作抓细抓好抓实。

会议强调，要树立底线思维，做
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各级
领导要时刻保持清晰思路，随时应对
处置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要慎终
如始地抓好防控工作，落实“三防”

“四早”“九严格”，确保全国“两会”期
间各项工作平稳有序。

连日来，区领导持续检查全国
“两会”服务保障工作，了解社会面防
控和服务保障工作情况，并向值守一
线的工作人员送去慰问。

区委书记夏林茂日前来到全国
“两会”驻地，实地查看驻地外围安保
力量安排情况，详细了解应急处突、群
防群治等工作部署情况，并视频连线
前方执勤人员，了解在岗履职情况。

夏林茂在检查中指出，要紧盯全
国“两会”的安保维稳工作，坚决打好
打赢这场硬仗。要进一步坚定信心，
加强配合，抓住关键，突出实效，紧盯
安全警卫、基层基础、“面”上防控等
重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任务。

夏林茂强调，要深化市域社会综
合治理，全力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立足
服务保障全区发展，全面加强打防管
控各项措施。要着力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加强研判分析、排查化解，切实
做好预测预警预防。要深入推进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巩固打击成
果，全力提升群众 安 全 感 和 满 意
度。他同时强调，要落实落细严管
厚爱，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
力，确保以最佳状态投入全国“两

会”安保工作。
区委副书记、区长金晖近日前往

全国“两会”驻地酒店，实地查看驻地酒
店及周边环境秩序、服务保障工作落实
及垃圾分类开展等情况，要求各单位落
实责任，以首善标准做好各项服务保障
工作。近日，金晖还走访检查了永外、
东华门、建国门、景山等街道，要求各单
位坚决落实责任，盯紧驻地周边、施工
工地、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点位，全力
做好全国“两会”服务保障工作。

连日来，吴松元、宋铁健等区领
导持续到各街道督导检查全国“两
会”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垃圾分类等
工作，要求各单位落实责任，坚持问
题导向，持续查漏补缺，统筹抓好各
项工作落实，确保全国“两会”期间地
区安全稳定。

全区各单位、街道持续投入到全
国“两会”期间的服务保障工作当中，
确保会议期间各类城市运行保障力
量有序落实。区应急局确保驻地周
边及行车路线等重点区域安全生产
和消防安全；区市场监管局全面梳理
排查重点区域内风险隐患，持续对驻
地及周边开展执法检查；区商务局督
导检查全区超市、餐饮等企业疫情防
控和安全生产工作；区环卫中心部
署全国“两会”期间值班值守、垃圾
分类、汛期防汛等工作，提出以更高
标准抓好业务工作质量。各街道相
继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工作
责任，深化隐患排查，持续加大各类
执法检查力度，营造良好宣传氛围，
全力保障全国“两会”期间地区安全
生产形势和街面秩序持续稳定。

东城首批两家
“政协委员工作室”挂牌

自主管理、独立运行；发挥委员界别优势，助力解决民生问题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5 月 20
日，“周明刚委员法律工作室”“工商
联界别委员工作室”分别正式挂牌启
动。今后，两个工作室将采取自主管
理模式，发挥委员界别优势，搭建政
协组织与基层一线密切联系的桥梁，
助力解决民生问题。区委副书记、区
政协主席宋铁健等区领导出席揭牌
仪式。

当天下午，在“周明刚委员法律
工作室”揭牌仪式上，工作室负责人
周明刚介绍了工作室筹备情况、工作
定位和律师团队。他表示：“希望通
过这种方式，让委员能够接地气，真
正走进群众，同时也希望用专业知
识，帮助社区群众、企业增强法律意
识。”揭牌仪式后，工作室开展了首
场法律咨询服务专场活动，不少社区
居民及企业前来咨询。

此外，“工商联界别委员工作室”
也于当日正式揭牌成立。在揭牌仪
式后，工商联界别政协委员围绕统筹

推进复工复产遇到的困难和东城区
招大引强工作，与区委、区政府和区
政协各部门领导交流座谈，并提出意
见建议。

据介绍，“政协委员工作室”是
区政协坚持群众路线、发挥政协组
织在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建设中重要作用的又一具体行
动。按照“不建机构建机制”的思
路，通过建立健全政协委员联系群
众工作制度，搭建全方位、立体式、
多元化政协委员联系社会、服务群
众平台，打通委员履职“最后一公
里”，推进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的
有效衔接，为推动东城区高质量发
展和“五个东城”建设凝聚智慧、贡
献力量。

宋铁健在讲话中指出，政协组织
开门就是群众、出门就是基层。就如
何在实践中试点推进、丰富完善，使
其更好服务“五个东城”建设、更加
贴近基层百姓的诉求，他指出，政协

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双向发
力”，在建言献策和凝聚共识上双向
发力；要发挥自身优势，助推基层治
理，紧扣“七有”“五性”需求，聚焦接
诉即办、垃圾分类、物业管理等群众
家门口的事，搭建“请你来协商”平
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要加强协调沟通，保障有序
运转，政协、街道、地区主责部门要
加强联系沟通，为委员工作室开展工
作提供坚强服务保障。

据了解，此次先行成立的两家
“政协委员工作室”将采取自主管
理、独立运行模式，发挥委员界别优
势、开展特色活动、打造工作品牌，
团结凝聚群众，助力解决民生问题，
推动一方经济社会发展。

下一步，随着东城区政协关于加
强委员联系群众工作意见的深入推
进落实，将会有更多具有工作特色和
履职优势的“政协委员工作室”应运
而生。

社区大数据平台试点运行
区网格中心搭建，提供数据汇聚共享服务；已在50个社

区试点，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近日，由
东城区网格中心搭建的社区数据汇
聚共享服务平台在辖区50个社区进
行试点。该平台将弥补当前城市管
理网格化工作体系中的不足，形成社
区大数据，成为街道和社区最贴心得
力的工作平台，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防疫期间助社工高效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建国门街道苏州
社区作为平台的试点社区，充分利用
平台汇总的社区大数据，为社区防疫
工作提供支持。“我们把社区工作者
走访汇总上来的人员信息数据录入
平台，所有的社区工作人员都可以根
据平台的查询端口查询，了解社区详
细的外来人员情况。”苏州社区网格
员蔡信达介绍，在平台上，这些数据
可以按户归类，能够为社区疫情防控
提供准确的依据。

平台也被运用在社区“接诉即
办”工作中。蔡信达告诉记者，社区
工作者通过平台就可以快速收到派
件，节省了中间环节，“同时，社工在

平时走访时，可以随时用手机上报居
民反映的问题，提高工作效率。”

平台将在各社区推广使用

据区网格中心科技信息科副科
长陈越介绍，社区工作作为城市管理
的重要一环，向来以纷繁复杂、数据
分散、保存更新困难为主要难点。

为此，区网格中心着力完善网格
工作体系布局，深入推进“多网”融
合，建立社区数据汇聚新模式——社
区数据汇聚共享服务平台，建设一个
真正给街道和社区自己用的最贴心
得力的工作平台。该平台服务于所
有社区工作者和社区工作，实现了社
区工作的信息化。

记者了解到，该平台目前已在
50 个社区进行试点，现阶段主要对
街道、社区在疫情防控期间收集的出
租房屋、流动人口等数据进行整理、
落点落图，完成后反馈给街道、社区
并动态更新，助力出租房屋管理。同
时，平台将不断完善相关功能，今后
将在全区各社区推广使用。

“520”的谐音是“我爱你”的意思，因此每年都有不少新人选择在5月20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登记结
婚。5月20日，东城区婚姻登记处迎来婚登小高峰，共为300对新人预约登记结婚。图为双胞胎姐妹同日领
证后拍照留念。（详见2版）

记者 王慧雯 通讯员 梁爽 摄影报道

6000余人备战防汛
汛前拟开展216场次演练；已排查风险隐患万余处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随着5月
19 日一场防汛应急桌面演练的举
行，东城区防汛备战工作进入实质
阶段。记者从近日召开的东城区
2020 年防汛工作部署会获悉，今年
汛期，各单位将组建301支共计6689
人的队伍备战防汛。

汛前将完成演练216场次

当天的推演现场，区防汛办收
到气象部门暴雨蓝色、黄色预警后，
组织各部门会商启动应急响应。发
生树木倒伏、雨水倒灌和人防工程
塌陷后，区防汛指挥部按照预案调
度相关部门进行处置。

区住房和城市建设防汛专项指
挥部、城市管理专项指挥部、区园林
绿化局指挥部，以及体育馆路街道、
交道口街道、前门街道分指挥部参加
演练，区防汛指挥部各成员单位通过
视频系统进行观摩。整个演练过程
流畅，各单位响应及时、对出现的问
题进行了妥善处置。据了解，汛前全
区拟完成防汛演练 216 场次，覆盖
5700余人。

优化全区防汛指挥体系

自 3 月开始，东城区本着早打
算、早发力、稳推进的指导思想，及
时启动防汛准备工作。结合 2019年
机构改革后防汛工作经验，通过统
筹划分专项指挥部和落实防汛责任
人等措施，优化全区防汛指挥体制
机制，构建层级清晰、职责明确、响

应及时的防汛指挥体系。
近日召开的东城区 2020年防汛

工作部署会指出，务必高度重视，面
对疫情防控不松懈、气象预测不乐
观等不利因素，要充分发挥各级指
挥部主观能动性，把防汛的重任扛
在肩上；务必措施扎实，针对东城区
平房集中、低洼院落易积水等特点，
要制定精准措施，切实做好隐患排
查整改，落实防汛预案、物资、队伍
等措施，坚决避免出现汛期安全问
题；务必落实到位，各专项指挥部和
相关单位要强化组织领导，做好值
班值守，确保防汛各项措施行之有
效，切实做到责任到位。

已排查风险隐患11208处

3月以来，全区已进行三轮次防
汛基础资料收集、更新工作。对各
级防汛负责人员、老旧楼房、危旧平
房、在施工程、建筑基坑、人防工程
等进行了全面梳理，形成全面覆盖、
动态更新的工作台账。

全区共储备车辆、发电机、水
泵、抢险舟等 1257 台（套），麻袋、编
织袋等 18.79 万件，桩木、砂石 1245
立方米。各单位组建防汛队伍 301
支、6689 人；完成业务培训和宣传
教育 257 场次，覆盖 12500 余人。今
年，全区还将进一步推广“截源引
流法”，彻底解决下凹式立交桥积
水问题。

截至目前，全区共排查 11208处
风险隐患，已整改近 1 万处，同时清
理雨水箅子2.3万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