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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摇，不走样，全社会总动员，打赢这一仗！
刚入初冬，已感寒意，我们又迎

来了一场“大考”。
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的奥密克

戎BF.7变异株袭击了我们。当前，北
京市疫情持续处于高位，呈快速上升
态势，全市面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最
复杂最严峻的防控形势，处于最关键
最吃紧的时刻。

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众
志成城，坚决扛起了核心区担当。我
们深信，只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落实“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
零”总方针，压紧压实“四方责任”，从
严从紧、因时因势、有度有效优化防
控措施，狠抓各项防控工作落实不动
摇、不走样，才能最大程度保护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
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形势逼人。面对这场新的“大
考”，我们需要加倍努力，全社会总动
员，打赢这一仗！

不动摇，不走样，有赖于我们的
信心。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唯有坚定，
方能百折不摧。三年来，经过严谨的
科学论证，审慎的优化调整，国家先后
出台九版防控方案。二十条优化措
施，对第九版防控方案的部分措施进
行优化完善，进一步提升防控的科学
性、精准性、有效性。事实充分证明，
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
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

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全区以更加科学精准的防控措施，严
格落实“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
控、有效救治”的要求，保持各环节高
效运转。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使
我们能够用更小代价，在尽可能短时

间把疫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绝不是
放松防控，更不是放开、“躺平”。

难一步，佳一步。进一步提高疫
情防控科学精准水平，需要我们进一
步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念，克服
松劲、侥幸心理，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以更大的责任感、使命感斗争到底。

不动摇，不走样，还需全区各部
门同心同力，同频共振。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有过不
去的火焰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疫情防控是社会系统工程，直接考验
着我们的城市治理、应急处置、综合保
障等能力。三年来，东城区以“时时放
心不下”的担当意识，全力以赴、坚定
不移，最大力度筑牢疫情防线——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多方力
量，以速度、精度、力度、温度织就平
房区疫情防控网；依托网格化服务管

理平台，我们以7×24小时高效受理
群众“急难愁盼”……

不动摇，不走样，更需要每个人
凝聚共识，主动作为。

面对新的防控形势，我们要进一
步把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
部署上来，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工作
要求上来，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部门协同、高效统筹，以更
加科学精准的防控措施，尽快遏制疫
情快速上升势头。

新的“大考”，也考验着我们每一
位东城人。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动
摇、不走样，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
任人”，从“做好自己”的细微处着手，
才能汇聚起抗击疫情的断流之势。

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只是举手之
劳，却能够最大程度阻断疫情的传
播；不聚餐、不串门、减少流动、保持
安全社交距离，是“第一责任人”的应

有之意；尽快完成全程接种并接种加
强针，既是关爱自身，也是对他人的
一份责任。

我们还要发扬东城“里仁为美、
睦邻乃大”之风，积极配合、参与社区
防疫事务，从“要我防”变为“我要
防”，团结互助，以爱为营，共克时
艰。共护美好健康家园，我们每一个
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今天的“静下来”“慢下来”“简单
生活”，正是为了明天的“动起来”“快
起来”“美好生活”。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
小车推出来的。今天，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整体战、阻击战、歼灭战，依然需
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支持和努力。

坚持就是胜利，坚持才会胜利！我
们每个人都是战士，坚持不动摇，不走
样，科学精准，扎实推进，这场全民抗疫
之战一定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文/李懿

东城区制发《平房区
居民个人防护建议》

进一步提升平房区居民防护意识，居民
积极响应“当好健康第一责任人”

“大爷，您把口罩再往上提一
下，按照要求正确佩戴，可不能大意
了啊。”11 月 24 日一大早，体育馆路
街道西唐社区社工张莹正在胡同内
巡视，看见迎面而来的居民口罩挂在
下巴上，赶快提醒了一句。“咱社区老
人多，我们每天走在胡同里，遇上居
民都会叮嘱几句，大家也都特别配合
防疫工作。”张莹说，老街坊们以前爱
扎堆聊天，现在也都知道少走动、不
串门，和邻居交谈要保持一定的安
全距离。“我们社工也提示大家要按
照《平房区居民个人防护建议》保护
好自己，尤其是到公共厕所如厕时，
尽量不要触碰厕所内墙壁等物体表
面，回家后及时清洗双手。”

每天，张莹和同事们都会将各
个渠道收集到的信息，及时汇总进
台账。据介绍，西唐社区是平房区
社区，为了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全覆盖，社区通过动态更新辖区
人员各类信息台账、规范管理居家
隔离和健康监测人员、加强宣传引
导等，助力疫情防控，夯实基础工
作。“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我们
做了十几本台账，无一天遗漏。”张
莹正是台账的主要“作者”之一。针
对居家观察、健康监测、核酸检测、
疫苗接种等疫情防控工作，社区逐
一细化台账，由几位经验丰富的社
工专门负责梳理，采用“颜色分类、
数字分级”的形式，对各类台账进行
分类分级管理，大大提高了社区抗
疫工作效率和质量。

平房区地域环境复杂、人口流
动性大，根据平房区治理的特点和
难点，全区各部门、各街道科学精准
施策，确保平房区疫情防控精准、服
务保障到位。

在安定门街道活跃着一支由居
民、商户、在职党员、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等组成的“甜葡萄志愿者”，他
们持续参与核酸检测和卡口值守等
志愿服务，并主动担任核酸检测“小
灵通”，在街道“互联网+社会治理平
台”钟鼓人家 APP 上发布“错峰核
酸”信息，及时分享各核酸点位排队
情况，方便邻里。东城区制发《平房
区居民个人防护建议》，志愿者们积
极响应，同时向居民发出倡议“当好
健康第一责任人”。

“我们是志愿者家庭，首先要积
极响应，充分发挥志愿者家庭的表
率作用，争当科学防护的践行者，做
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安定门
街道交北头条社区居民赵金良是
2021 年“东城榜样”获奖人之一，连
日来，他与老伴主动报名担任志愿
者。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之
余，赵金良还在钟鼓人家 APP 上发
帖，号召街坊邻里共同“响应防控倡
议书，争当抗疫志愿者”。

平房院居民家没有户厕，公厕
的使用是疫情的风险点。为有效切
断病毒传播途径、防止新冠病毒通
过环卫公厕形成新的传播渠道，区
环卫中心加强了公厕消杀管理，增
加防护用品储备、增加公厕消杀频
次。保洁员每日利用消毒液对公厕
进行两次以上全面消毒；水龙头、扶
手、烘手器、洗手器、马桶坐垫及按
钮等处每日消毒不少于4次，对风险
区域公厕进一步增加消杀频次，保
障消杀到位、不留死角；消毒半小时
后，用清水擦拭物体表面，并在公厕
明显位置进行张贴消杀公示；在公
厕门口张贴健康宝二维码，倡导居
民扫码如厕、做好自身防护。

“要保持良好个人卫生，勤洗手、多饮水；出门正确佩戴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罩，使口罩与面部紧密贴合，直至全部遮盖口鼻
处；自觉做到少聚集、不扎堆、少走动、不串门，和邻居交谈保持
一定的安全距离；避免在公共厕所附近长时间逗留……”日前，
东城区制发《平房区居民个人防护建议》，进一步提升平房区居
民防护意识。同时，发挥下沉干部、东城社工、小巷管家、志愿者
等各方力量，加强防疫政策宣传，引导市民履行个人防疫责任，
形成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文/记者 李滢 李冬梅 刘旭阳

东城全力满足居民日常采购需求
商超电商平台增加备货、保障配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稳定、秩序良好

本报讯（记者 庄蕊）近期受疫情
影响，不少居民减少外出，居家生活
用品需求大增。东城区依托“1+10+
53+N”生活必需品供应体系，全区
53个投放网点、300余个蔬菜零售网
点全力满足居民日常采购需求。目
前，全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
场供应稳定、秩序良好。

记者从多家重点商企了解到，目
前各大商超、电商平台都增加了生活
必需品的备货量，同时通过多种方式
补充运力，全力保障配送需求。

这几天，物美部分门店线上订
单增长明显。“线上订单增加了一
倍，昨天线上订单一直到夜里 11 点
才完成最后一波配送，绿叶菜、肉
蛋等商品销量较大。”物美朝菜店

店长王永震介绍，门店通过增加进
货量、每日多次补货以及多点数字
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等措施，全力保
障供应，目前线上线下销售处于相
对平稳状态。

为缓解人员短缺的情况，盒马北
京重启“共享用工”，与多个企业对
接，展开合作，增强服务能力。据了
解，盒马目前已经与海底捞、云海肴
等多家企业达成意向，有近 100人报
名，完成培训后即可上岗。同时，盒
马联动全国超过 550个直采基地，大
幅度提高各类民生商品的备货量，其
中菜肉蛋奶等民生商品为日常的 3
倍左右。多家门店增设了散装菜和
大包装销售区，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满
足市民的购物需求。

叮咚买菜加大了东城区的储备
及配送运力。以东直门站点为例，进
入 11 月以来，该站点的订单量不断
攀升，备货量也随着需求增加调整，
目前该站点的备货量同比上个月增
加了 1.8 倍左右，配送时间也延长到
7时至24时。站长陈浩介绍，目前站
内有 20 余位员工，为了提升配送效
率，站内还引入了第三方物流公司员
工驻店协助完成配送工作。

考虑到近期民生物资需求量增
大，家乐福提前协调全国六大产
区，增大直采力度，提高备货量，确
保供需平衡。记者在家乐福广渠
门店看到，货架上蔬菜、水果等各
类商品供应充足，消费者正在有序
购买。

相关新闻

快递小哥“疫”线保障配送不停歇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初冬的清

晨寒气未消，6点天还未亮，东直门街
道顺丰速运东方银座业务部里的快递
小哥们早已开始了忙碌，为接下来的
配送做着准备。快递小哥曹利民将负
责范围的快递整理好装车，7点左右
启程出发，开始了一天的配送。

在曹利民负责配送的范围内，有
一处是正在管控中的居民小区，这里
也是他优先配送的点位。“这些快递
可能是客户下单的生活急需品，所以
我总是选择先来这里。”他说。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请问您方
便签收吗？或者您需要修改配送时
间或地址的话，我都可以帮您。”无法
送货上门，曹利民就在小区门外，通
过电话和每一位收货人沟通。“这些
快递是一会儿可以来取的，这几个是
需要修改收件地址的，这几个是需要
退货的……”堆积如山的快递在曹利
民的梳理下，不一会儿就变得整齐有

序。“您稍等会儿，我用消毒水再喷一
下。”偶有在门内招呼着取快递的居
民，曹利民总是将快递再进行一次消
毒后才递给门内的居民。

上周日，曹利民负责区域内的一
栋大厦因为涉及疫情点位需要进行管
控消杀。“周一居家办公需要电脑，就
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可以麻烦您帮我
寄过来吗？”大厦内不少认识曹利民的
客户纷纷向他发来了求助信息。为了
帮助客户解决居家办公难题，曹利民
主动请缨，在和站点及大厦物业沟通
后，做好防护进楼服务。“客户需要邮
寄的大都是笔记本电脑之类的贵重物
品，我都会格外小心。”在大厦物业工
作人员的协助下，曹利民将需要邮寄
的物品从办公室取出，交给楼外等候
的同事仔细打包，然后连夜发出。“不
少客户直接给我发来了办公室的进门
密码，客户信任我们，我们也一定要对
得起他们的信任。”连续忙碌近十个小

时，终于完成了邮寄工作，曹利民才总
算放下心来休息一会儿。

在日常的配送中，消毒水、备用
口罩、免洗消毒洗手液等，已经成为
曹利民配送车里的标配。随时洗手
消毒，随时对配送车进行消杀，也早
已成为曹利民的习惯。

与此同时，曹利民所在的快递站
点也严格落实着防疫政策，工作人员
及快递小哥每天进入站点时，都会自
觉扫码、测温、验码，做好健康监测。

“站点对于快递和日常工作环境的消
杀会更加严格，我们尽量做到把好每
个关口。”曹利民说。

早上 7点开始派送，通常到晚上
8、9点才能结束配送回到站点，把配
送车里里外外消杀一遍，曹利民才能
真正松口气，“快递是居民生活保障
的重要一环，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
越要及时配送，全力保障居民日常生
活需要。”曹利民说。

坚定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整体战阻击战歼灭战

11月24日上午，物美朝菜店的货架上，蔬菜、水果等各类商品供应充足，消费者正在有序购买。 物美朝菜店供图

“甜葡萄志愿者”在平房区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安定门街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