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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晨子）连日
来，廊坊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巡
特警大队兼治安警察大队大队长
王勇钢一直在为张莉她们便捷往
返廊坊与天津想办法。

家住天津市红桥区的张莉是
廊坊开发区立邦涂料有限公司行
政部主管。每天早上 7 点前，张
莉从家里出发坐公司班车来廊坊
开发区上班，下班后再返回天津
家中。

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
后，按照天津市查控政策，经廊
坊市进入天津市需要查看通行人
员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每次做完检测后，等待检测
结果需要一天时间。每隔一天，
我和30多名居住在天津的同事就
要重新做一次核酸检测。”1月21
日，张莉向公司总经理宋慧钧反
映自己的实际困难。

宋慧钧迅速将情况反映到
“廊坊开发区政企服务‘直通’
群”，很快得到王勇钢的回复。

“目前，王队长正在积极协调相关
部门，相信不久后，大家就可以
持 14 天 核 酸 检 测 结 果 上 下 班
了。”宋慧钧说。

1 月 22 日一大早，王勇钢与
天津警方协调，想办法尽快解决
问题。

“公安廊坊开发区分局认真落
实廊坊开发区管委会和市公安局
党委的工作要求和执勤标准，积
极为企业恢复生产提供帮助和支
持。”王勇钢说，由于廊坊的疫情
防控政策和北京、天津有所区
别，廊坊警方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也和北京、天津警方
在交通方面进行联勤，为企业正
常生产提供更多支持，保障通勤
人员正常上下班。

“我的车是北京牌照，今天可
以进入廊坊吗？”“今天京沪高速
堵车吗？”……平日里，只要微信
群里有企业工作人员提出问题，
王勇钢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解答。

“进厂区人员间隔 1 米以上，

戴好口罩，做好防护……”1 月
22 日早上 7 点，在富智康精密电
子 （廊坊） 有限公司南 3 门，市
公安局安次分局龙河派出所民警
祖艳荟和同事正对进出厂区人员
和车辆进行疏导。

在该公司消杀室，每名员工
都需要进行雾状消杀、测量体
温、登记信息、出示员工出入证
和厂牌、使用消毒洗手液、核验
行程码之后方可进入厂区。

富智康精密电子 （廊坊） 有
限公司员工多、流动性大，为有
效维护疫情期间厂区及周边社会
治安秩序，龙河派出所每天安排
警力配合富智康工作人员对入
厂、出厂员工进行疏导、核查、
登记。

“每天上下班高峰期，民警帮
助我们疏导人员、车辆，维持秩
序，遇到突发情况会第一时间帮
忙处理，缓解了我们的工作压
力。”富智康精密电子（廊坊）有
限公司安保人员桑俊杰说。

本报讯（记者 刘玉静）1 月15 日
晚，广阳区和平丽景小区王先生夫妇
到“流动说事点”求助，称在廊坊开发
区某小区居住的父亲血压突然升高，
出现眩晕症状，需要紧急送往医院。正
值全市第二轮核酸检测后居家防疫期
间，王先生夫妇无法出入小区，十分焦
急。

居委会值班人员仔细核实情况，
确认王先生夫妇 14 天内未出过廊坊
市区并在小区内做了两次核酸检测，
立即与和平丽景社区党支部书记谷娟
联系上报情况。

“救人要紧。”谷娟与王先生父亲
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让值
班人员为王先生夫妇开具临时出入证

明，并为王先生父亲预约了急救车。
经抢救，王先生的父亲脱离了生

命危险。事后，王先生来到居委会，对
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对“流动说事点”
为民解忧称赞不已。

疫情防控期间，群众更需要“说
事”平台。我市畅通线上线下群众诉求
渠道，用好用活“群众说事、干部解题”
平台，为群众解决难事、烦事、揪心事，
让“群众说事、干部解题”机制在疫情
防控中发挥更大作用。

自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以来，我市
依托“群众说事、干部解题”工作机制，
通过线上线下等途径共为群众解决各
类生产生活问题4162件，其中民生需
求1526件、调解纠纷155件、疾病救助

54件。
依托智慧平安乡镇系统“说事”平

台和村街、小区“说事室”“说事点”等，
全市各级各部门创新方式方法，协调
联动，实现疫情防控期间群众说事有
平台、干部解题不断档。

1月 12 日，三河市第一轮全员核
酸检测工作开展以来，“群众说事、干
部解题”平台先后两次发布《关于疫
情防控的公告》，告知居民关注“三河
市政法委微信公众号”，线上反映诉
求、了解疫情防控知识及相关疫情防
控政策，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截至目前，“群众说事、干部解题”
平台共受理群众说事 263 条，答复解
决247条。

1月15日上午，有居民通过“群众
说事、干部解题”平台行宫东街道热线
电话反映：其母亲做过胸外科手术，需
要去京东中美医院拆线，由于小区实
行封闭管理，母亲拆线已延后几天，不
能再拖。工作人员核实相关信息后立
即开车带该居民母亲去医院就医，拆
线完毕后又将其送回家中。因小区实
行封闭管理，许多居民通过“群众说
事、干部解题”平台行宫东街道热线电
话，反映燃气卡充值、购买蔬菜水果及
药品不便等问题，行宫东街道全方位
做好服务，做到生活不断档、关爱不停
歇。

1 月 13 日，大厂回族自治县北辰
西街社区樱花园小区居民马女士和丈

夫吴先生通过社区“说事点”诉说遇到
的难题。马女士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
早产一子，孩子一直在燕达医院保温
箱里，目前孩子达到出院标准，医院催
促他们接孩子出院。由于疫情原因，马
女士和丈夫正在居家防疫。北辰街道
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请示县防控办。
经过多方请示协调，县防控办批准孩
子父亲及外婆接其出院。

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
间受理、第一时间化解、第一时间确
认、第一时间反馈……这样为民服务、
解忧帮困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群众说事、干部解题”平台将群
众诉求解决在基层，让防控工作更加
有力有序。

本报讯 （记者 刘艳芳） 1 月 25
日，市区再迎降雪。我市交管部门启动
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全体交警提早到
岗，严密观察路面情况，随时应对各类
交通状况。

早上7时许，市公安交警一大队桐
万路卡口民警戴鑫、宋文杰正在执勤，
一辆白色轿车疾驰而来求助，驾驶人称
车内有一老人突发疾病，口吐白沫，需
立即送往医院。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启动警车带

道，同时利用对讲机报告大队指挥中
心，与各路口启动联动机制，规划出最
快的路线。仅用 10 多分钟，就将载有
病人的车辆护送到市人民医院。

市公安交警二大队全体民辅警坚守
在辖区各路段，开展路面巡查，救助被
困车辆。该大队加强客货运车辆、高污
染车等重点车辆检查管控力度，提醒广
大驾驶员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同时，
该大队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及时发布
天气预警信息和安全出行提示。

防控有序 解民所需 真心实意

我市用活用好“说事”平台“解题”四千余件

本报讯（记者 杨雅淇）连日来，
全市检察机关广大干警主动作为，投
身疫情防控一线，适时调整改进方式
方法，确保检察办案工作有序运转。

周密部署战疫情。全市检察机关
两级院党组分别召开党组会、部门
会，统一思想认识，部署疫情防控工
作，并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防控责任，层层分工，责任到人。
两级 12 个检察院部署工作内容不
同，但主题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
将疫情防控工作作为政治任务，履行
防控职责、贡献检察力量、彰显检察
担当。

协助防控冲在前。市检察院 16
名干警分别下沉到广阳区群安街社
区和华苑社区，与社区工作者一起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配合社区进行网格
化管理，做好人员排查，宣传疫情防
控知识，引导群众做好自我防护。廊
坊开发区检察院干警坚守一线，对进
出小区人员及车辆严格实行扫码、登
记、测温等管控措施，针对小区人员
流动性强等情况，重点对往返北京通
勤、春节返乡、来自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外来人员等重点人群进行核实登
记、动态管理。

核酸检测全覆盖。三河市检察
院抽调人员奔赴一线，深入 13 个
社区 28 个小区，协助社区工作者
和物业人员对小区居民摸排登记，
及时督导居民全员进行核酸检测，
对行动不便的居民，协调医护人员
上门采样。文安县检察院派出 36
名检察干警下沉分包社区，严格落
实各项防疫要求，与医护人员并肩
作战，协助完成核酸采样、登记等
工作。

防疫办案两不误。广阳区检察
院、广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执
法，对销售冷链食品、肉制品的部分
食品商超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对销
售冷链及生鲜食品的商超进行全方
位、地毯式排查，全面筑牢食品安全
防线。固安县检察院依法对一起刑
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此次庭审通
过云间网上庭审系统，连接法院、看
守所、辩护律师的视频终端，实现

“四地”无障碍、无接触、“面对面”的
云端庭审。

廊坊检察系统:

为疫情防控撑起一片“检察蓝”
廊坊公安部门:

落细警企对接 精准安商护商

1月20日开始，霸州市胜芳
镇行政综合服务中心实施预约办
理业务，提倡企业和群众采取“网
上办”的方式，对需要现场办理的
业务，实施电话或网上预约，每天
可预约第二个工作日的业务，且
现场办理需遵循务必全程佩戴口
罩、务必提供“河北健康码”等“六
务必”原则。图为群众在办理医保
报销业务。

本报记者 滕雪叶 本报通讯
员 邢亚南 文/图

■图片新闻

■特别关注

1月25日，广阳区北大街社区网格员陈晓东与广阳区残联工作人员申朕为廊坊日报社综合楼居民测温、登记信息。
本报记者 陈童 摄

交管部门：

降雪天 保平安

民警雪中对车辆进行细致检查。 本报记者 刘艳芳 摄

胜芳镇行政综合服务中心：

预约办 很方便

防疫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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