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霍学文参加西城社区防控

市供销总社
本报讯（记者 刘偶）今年“五一”假

期，有这样一支值得点赞的供销干部队
伍，在烈日强风下，他们不惧疲惫的值守
在不同的居民社区中，全力协助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这就是市供销总社党委组
建的疫情防控下沉干部队伍。

面对本轮疫情防控形势，市供销总
社党委组建起由下沉干部队伍，充实朝
阳、通州、大兴、丰台、房山等社区疫情防
控力量，与社区工作者共同筑牢“联防联
控、群防群控”的坚固屏障。

市供销总社所属欣和公司资产管理
部副部长张涛，在接到通州区乔庄北街
社区要求下沉支援的电话后，迅速变身

“大白”，在集中核酸检测点从早到晚忙
个不停，坚决做好社区居民健康的“守门
员”。

作为一名青年团员，欣和公司综合
办公室法务专员赵阳以“青春向党、不负
人民”的蓬勃热情，为疫情防控贡献青春
力量。在东坝乡市级干部下沉部署会
上，他主动亮身份、领任务。自参与社区
防疫工作以来，他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

到岗。在开展流调工作中，他仔细询问、认
真核对被筛查人员的各类信息。市供销总
社所属北再生集团下属朝青白桥公司副经
理郑曼利和他的妻子主动请缨一道参战。
在朝阳区大屯街道慧忠北里第一社区核酸
检测现场，夫妻两人同桌工作，特殊时刻的
你我相伴，更是一份别样情怀。

市供销总社所属世欣控股公司利达小
额贷综合部经理齐通，在接到居住地房山区
西潞街道办事处夏庄社区通知后，第一时间
投入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严实的防护服下
虽看不清他的脸庞，但衣甲上“供销社”的字
样却让人倍感亲切。

这些下沉干部只是疫情防控中众多首
都供销人的“缩影”。“五一”期间，市供销总
社各级在职党员自觉落实“双报到”机制，主
动报名投入所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团员干
部报名加入首都团干部疫情防控青年突击
队。每个供销人都是一束光，他们以速度抢
时间、以效率除隐患，勇敢无畏、无私奉献，
全情协助社区开展疫情防控，用肩膀担起疫
情防控重任，用身影展现供销社“背篓”精神
与风采。

本报讯（记者 夏晖）4月25日晚，北京
农商银行党委接到市国资委关于紧急选派
社区下沉干部的工作通知，行党委高度重
视、坚决落实，第一时间安排行团委在全行
范围内紧急抽调30名党员、青年及团干部
支援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并储备60名社区
下沉干部随时待命出征。

自4月30日起，第一批30名干部分别
下沉到朝阳、房山、丰台、通州等10余个区
县26个社区开展工作，主要协助社区开展
核酸检测秩序维护、录入检测人员信息、上
门参与人员防控等支援工作。截至目前，
第一批下沉干部已累计参与下沉工作共计
659小时。下沉干部在严格落实防护措施
的前提下，听从社区工作安排，与社区工作
人员积极配合，有序地投入到疫情防控工
作中，共筑群防群控有力屏障。

北京农商银行房山支行的团委副书
记韩铮第一时间报名参加社区下沉工
作。4月28日，韩铮接到下沉西潞街道北
潞园社区的任务，而他的妻子即将临盆待
产，但他二话没说立即整装奔赴社区一
线。社区的工作是繁重的，从天明到天
黑，一上岗就是一整天。5月2日傍晚，韩
铮的妻子顺利生产，他赶到医院看到母子
平安，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和妻子、孩
子短暂见面后，第二天一早又重返社区支

援的岗位上。
作为第一批下沉石景山区古城街道燕

堤西街社区的志愿者，从4月30日开始至
今，北京农商银行群团工作部的张媛在工
作最吃紧人手最少的时候，连续工作7个多
小时为社区减轻工作压力；在古城街道疫
情反复，防疫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每天凌晨
6点到岗，中午顶着烈日，边组织核酸检测
边安抚群众情绪，全力以赴支持5次大规模
核酸检测工作。

自5月3日起，北京农商银行延庆支行
的张佳煜在延庆区尚书苑社区协助社区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最忙的一天，连续7小时
登记居民信息500余条。他说：“能够作为
下沉社区一线防疫工作中的一份子抗击疫
情，我深感光荣和自豪，身为新时代的中国
新青年，同样也是一名光荣的党员，我会在
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属于自
己靓丽的青春色彩”。

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北京农商银行卢
沟桥支行的刘宇航自5月2日起下沉到六
里桥街道六里桥村社区支援核酸检测工
作，每日工作十余小时，体会到了社区工作
者的艰辛。他说：“虽然不能像医护工作者
一样冲锋在第一线，但作为新时代青年，必
须竭尽所能，冲锋在前，为疫情防控工作贡
献青春力量！”

北京农商银行
本报讯（记者 夏晖）面对来势汹汹的

新冠肺炎疫情，北京银行党委积极响应北
京市委市政府、市国资委号召，认真履行防
疫责任，动员总行及北京地区三家分行力
量，选派90名干部员工，投身首都社区防
疫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北京银行服务
首都、服务百姓的初心使命。

作为西城区人大代表，北京银行党委
书记、董事长霍学文主动与社区对接，报名
参与志愿服务。5月4日早晨7点，霍学文
准时到达广内街道宣武艺园核酸检测点。
同时，他还和距离该社区最近的北京银行
西单支行进行了联系，几分钟内，就有12
名党员干部报了名，共同支援宣武艺园、广
安北巷等3个核酸检测点。

“咱们全副武装‘上岗’，穿戴整齐，严
格执行防护规定，来参检的老百姓才会放
心安心。”霍学文一边说着，一边快步来到
了自己的负责区域——等候区的拐角处，
负责现场秩序维护，提醒参检的市民佩戴
好口罩、准备好身份证，并保持安全间距。

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阳光晃得人睁
不开眼，霍学文一边遮挡阳光，一边继续维
持秩序：“这个工作看似容易，实际上很不
容易，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流畅组织，才能让
受检的群众感受良好，更愿意参与共同防
疫。”一上午的志愿服务，霍学文真真切切
感受到了一直坚守在一线的“大白”和“小
蓝”的不易。

北京银行总行党群工作部的李鑫磊在
“五一”当天下沉到通州区永顺镇惠兰美居

社区。两天时间，协助社区顺利完成了1.5
万余人的核酸检测工作。“中午顶着大太
阳，一边组织广大居民有序开展核酸检测，
一边安抚群众居民情绪，任劳任怨”。社区
居民纷纷为这位北京银行的小伙子点赞。

在总行的统一部署下，北京银行北京
地区各分行也第一时间吹响抗疫“集结
号”，北京分行近20位青年志愿者们积极
响应，下沉社区，展现了新时代“京行人”的
昂扬风貌。

作为北京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青年路
支行的一名综合柜员，服务广大居民客户
是赵新伟最熟悉也最擅长的工作，由于周
边社区众多，他从早上七点一直忙到晚上
七点，协助道八里庄西里社区开展核酸大
排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忙起来真是连
口水都顾不上喝，但我始终谨记北京银行

‘真诚，所以信赖’的服务理念，要用心、耐
心担起一线疫情防控工作的重担”。赵新
伟说道。

北京银行下沉的干部员工坚守初心、
无私奉献，以勇于担当的精神支援在街道、
社区第一线，受到了街道、社区和居民的一
致好评，以实际行动彰显了新时代首都国
企的责任担当。“为进一步助力社区疫情防
控，北京银行已经成立了志愿服务工作组，
将陆续走进街道社区，宣传普及疫苗接种，
支持社区核酸检测，服务环境消毒杀菌，做
好垃圾分类值守等志愿服务工作，与街道
社区携手并肩，共同打赢此次疫情防控
战。”霍学文表示。

北京银行

本报讯（记者 史波涛）在接到党员干
部下沉社区通知后，北京水务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闻令即动，第一时间号召集团
系统党员干部职工积极报名参与下沉工
作，连日来，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下沉干部在
社区防疫一线岗位开展值守，为筑牢基层
防疫防线贡献国企力量。

在房山区，下沉干部冯玉新奔波在城
关街道城北社区，3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下，
身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楼上楼下跑上几
个来回，就已汗流浃背。他抽空擦一汗，又
拎起物资跑上楼。这已是他第二次主动下
沉社区防疫，社区相关疫情防控工作对他
来说已是轻车熟路。

“张坊村地处北京与河北交界处，人流
量大，疫情防控任务重、压力大，尤其是夜
间执勤人员短缺。”下沉干部田浩介绍说，
他主动向社区申请参加夜间防控工作。“夜
间工作最大的难题就是一部分村民不愿配
合各项检查工作。”每当这时，田浩都会耐
心细致地解释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政策要
求，最终取得村民的理解与信任。

“请您测下体温，扫下健康码……”张

坊镇下寺村村口卡点，下沉干部杨凯东认
真地检查着进村人员的健康码。“我主要负
责卡点站岗，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工作内
容。”杨凯东说，虽然工作重复而单调，天气
也时冷时热，但所有下沉人员依然认真对
来往人员进行排查和检测，及时管控风险
因素，有效阻止病毒传播，为村民们“站好
岗”“放好哨”。

在顺义区，下沉干部闻奔在赵全营镇
北朗中村参加防疫工作。他所在核酸检测
点日均检测5300余人，每天连续在岗10小
时以上，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进行核算检测，
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他说：“能让村民们
健康，再辛苦也值得”。

下沉社区的同时，集团基层党员也积极
在社区“双报到”，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在丰
台区云岗街道北里社区，齐东东协助医护人
员准备核酸检测采集棒，维护现场秩序，帮
助老人扫码并现场解答问题。在海淀区羊
坊店街道翠儿社区，“五一”假期，张胜男多次
参加该社区核酸检测点志愿服务，协助配合
疾控人员开展核酸检测，耐心解答参检居民
的疑问，为社区防疫奉献力量。

水投集团

本报讯（记者 许鑫）面对当前严峻复
杂的疫情形势，石景山区国资委系统按照
全区统一部署，选派450名干部，遍及45个
社区一线支援核酸检测工作，多家区属国
企迅速行动，用国企担当筑牢疫情“防控
墙”。同时，石景山区国资委党委迅速响应
组织号召，机关干部驻守抗疫第一线，冲锋
在前，舍小家为大家，下沉支援老山街道核
酸检测工作。

4月26日，石国投公司下沉干部支援
区域检测工作人员共计20名，分为5个点
位，全部到位；4月26日凌晨5时30分，宏
润公司支援检测一线的40余名党员职工
整装出发；盛景嘉和公司在最短时间内集
结支援社区的40名党员、干部职工，助力
全区核酸检测高效有序开展贡献积极
力量。

万商集团第一时间与八宝山街道9个
社区开展精准对接，下属万商物业迅速启
动核酸检测场地搭建准备工作，协助配合
鲁谷街道在万商花园酒店西侧停车场搭建
完成核酸检测场地，安排专职人员协助维

持现场秩序。
4月26日清晨五点半，石房公司已在

街道集结，并迅速在各个点位就位。同时，
主动与五里坨街道完成对接，做好20个下
沉支援干部的组织发动和防护物资配备等
工作，确保所有下沉人员接到命令后2小时
到位、4小时上岗。

京石建业公司抽调50名干部组成5
支下沉支援小组，下沉干部职工用心用情
服务社区居民，对不熟悉检测流程的居民
进行耐心引导、手把手指导老年人扫码和
填写信息、利用绿色通道为特殊群体提供
方便、对长时间等候的人群进行安抚
疏导。

作为支援苹果园街道疫情防控工作的
一支重要力量，保险园公司共有40名党员
干部职工主动请缨，分赴到琅山、边府、东
下庄、下庄等4个社区。公司党委、纪委也
第一时间到公司下沉社区防疫点位边府、
琅山等4个核酸检测点进行现场指导检
查。要求支援干部们要听从社区统一领
导，全力保障核酸检测工作有序开展。

石景山国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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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峰）近日，记者从北京
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国管）获悉，该企业首批15名下沉干部已
陆续到岗值守，30后备干部队伍也已组建
完毕。

本轮疫情形势复杂严峻，北京市目前
多个社区施行封控、管控管理，基层疫情防
控一线任务重、压力大，接到市国资委通
知，北京国管党委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
全系统职工报名下沉干部支援社区开展疫
情防控相关工作。

北京国管党委明确专人负责下沉干部
工作，建立微信工作群，加强沟通联系，要
求下沉干部服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积极
担当、履职尽责，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作用。同时为下沉干部提

供基本生活保障和个人防护用品，并进行
安全防护提示。

4月30日起，第一批下沉干部共有14
人（其中1人与社区联系，得到的答复是等
具体通知再安排到岗）接到街道或者社区
电话，陆续到达防疫岗位，紧密开展起各项
疫情防控工作。工作地点共涉及7个区、13
个街道社区，下沉干部主要负责保障社区
全员核酸检测秩序、协助社区大数据摸排、
配合社区书记开展问题解答和接诉等疫情
防控相关工作。“五一”节假日期间，各位下
沉干部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与基层工作
人员共同形成群防群控的有力屏障。

大家纷纷表示可以为疫情防控工作奉
献自己的力量感到很荣幸，度过了一个真
正有意义的劳动节。

北京国管

本报讯（记者 许鑫）“我们将义无反顾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完成防疫任务，直至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4月25日，中关
村发展集团党委火速进行“大动员、快响
应、急部署”，集团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响应
号召、踊跃报名。

目前，中关村发展集团党委选派的4名
干部已按所在社区街道要求，于4月30日
奔赴抗疫战场，分别在昌平区城北街道社
区、海淀区马连洼街道社区、海淀区中关村
街道社区、海淀区上庄街道社区，配合社区
管理工作人员共同进行核酸检测现场秩序
维护、核查信息等工作。同时集团已选拔
了20名党员干部作为备勤人员，随时做好
下沉准备。

作为中关村发展集团第一批下沉社区
支援防疫的党员干部，中关村发展集团所
属中关村工业互联网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波
涛于4月30日7点正式就位，主要负责核
酸检测现场秩序的维持。

位于海淀区马连洼北路的兰园小区是
典型的老年社区，年龄大的老人居多，且没
有电梯，开展核酸检测的挑战很大。上岗

第一天，在小区志愿者的协助下，刘波涛顺
利熟悉工作流程，第一时间进入工作状态，
协助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进行核酸检测、
协助医务人员登记信息。一天下来，刘波
涛的认真负责受到了不少小区居民和街道
工作人员，尤其是老人们的认可。因为第
一天的出色工作，5月2日，刘波涛接到了
新的工作任务，即重点负责入口通道和绿
色通道的秩序维持，帮助需要特殊照顾的
群体顺利参加核酸检测。

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五一”小长假
期间，小区每日都能顺利完成4000余人次
的核酸检测。“小伙子，这几天你可晒黑
了！”小区于书记一边笑着打趣，一边拍了
拍还在维持秩序的刘波涛。在谈到这次下
沉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感受时，刘波
涛说道，“作为党员，就应该在关键时刻挺
身而出，社区防控工作中最辛苦的是一直
在一线坚守的社区工作者。我们下沉干
部，就是社区工作者中的一员，接受统一指
挥调度，坚决服从安排。我们不是支援，而
是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本职工作，和社区
工作者一起共同守护广大群众的平安。”

中关村发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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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商银行下沉志愿者协助社区开展核酸检测相关工作

市供销总社下沉干部录入居民身份信息

本报讯（记者 史波涛）朝阳区将台洼
村社区核酸检测点，北京排水集团下沉干
部翁宗顺正在维持秩序，引导前来做检测
的居民扫码测温，按照指引排队等待。“五
一”假期以来，北京排水集团首批15人支援
队伍，按照工作安排，陆续在居住地就近下
沉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抗“疫”战场上度过“不一样”的假期。

当前，全市正处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时
刻。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坚
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风险，按照市委和市
国资委统一部署，北京排水集团党委高度
重视，迅速抽调精干力量，集团广大党员干
部职工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报名。

4月25日晚，排水集团接通知后，即刻
作出安排部署，首批15人支援队伍召集完
成，随时准备下沉支援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4月26日，排水集团党委进一步在集
团范围内发起支援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号
召，第二批30名下沉人员集结待命，随时驰
援社区一线。

两天时间，排水集团迅速集结两批次
共45名人员下沉支援社区队伍，下沉到基
层社区（村），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用实际行
动展现首都国企的责任担当。

根据全市统一部署，按照就地就近就
便的原则，五一期间，排水集团首批15名下
沉人员陆续接到居住地所在区下沉工作通

知，按要求在居住地就近下沉参与社区疫
情防控工作。

“请大家保持2米距离，不要着急，戴好
口罩”，在天通苑南街道第一社区，排水集
团下沉社区职工，一边喊一边维持着等待
核酸检测的社区居民。从早上6点半开始，
他们就到岗到位，开始了一天的疫情防控
工作。

“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哪里最吃劲就攻
坚哪里。”排水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为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助力社区疫情防控，

“五一”期间，北京排水集团首批15名支援
社区人员火速集结，奔赴社区防控疫情第
一线。北京排水集团下沉支援人员与社区
工作者、医务人员拧成一股绳、汇成一股
力，坚守在服务保障五一期间疫情防控工
作的岗位上，协助全员核酸检测现场布置、
秩序维护、身份信息录入、大数据核查、解
除弹窗、数据统计……他们不辞辛劳、齐心
防疫，积极助力社区（村）疫情防控，为居民
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初心明如炬，使命重于山。目前，排水
集团第二批30名下沉人员已做好随时奔赴
社区防疫一线的准备。排水集团党委将积
极履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展现国企担当，
压实“四方责任”，联动各方抗疫力量，共克
时艰，共筑防疫堡垒，为坚决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排水集团

石景山国资系统下沉干部在核酸检测点向党旗宣誓

排水集团下沉干部在核酸检测现场进行居民身份信息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