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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演练由桌面和实战两部
分组成。其中桌面演练在区应急
指挥中心进行，包括防汛预案启
动、指挥部成立和调度、各工作组
汇报情况等 3 个科目。重点检验了
汛情信息报送、灾情快速获取、应
急响应启动、应急指挥机制运作等
环节。实战演练部分在京诚集团
红军营训练基地进行，包括房屋漏
雨屋顶苫盖、雨水倒灌拦挡、房屋
积水区排水等 3 个科目，重点检验
了区防汛指挥部决策部署传达贯
彻、现场应急指挥协调、抢险队伍
实操等环节，京诚集团、市排水集
团约 50 余人参加。

演练中，随着风力增强、雨量
加大，安定门、交道口、前门街道分
别出现险情。区防汛指挥部立即
调度京诚集团、市排水集团赶赴现
场实施抢险任务。此次演练的实
战部分通过应急视频单兵装备将
画面实时传输回区应急指挥中心，
区防汛指挥部通过大屏幕观看实
战演练现场并进行指挥，智能终端
的应用使后方指挥部的决策能第
一时间传达到前方的抢险人员，充
分发挥了移动设备技术系统辅助
决策作用。

“京诚集团，方家胡同一古建筑
瓦面破损，预计会发生漏雨情况，派
遣 10 人以上专业抢险队伍，携带塑
料苫盖及其他抢险必需的物资装
备，尽快前往现场。随时报告情
况。”当区住房和城市建设防汛专项
指挥部发出指令后，大屏幕上显示
红军营训练基地已经开始了模拟抢

险。“接到漏雨报修到达现场后，首
先要观察房屋外观，查看墙体有无
严重裂缝、变形、倾斜错动，屋面是
否塌腰沉折。待确认外观无问题
后，进入室内查看房屋木结构情况，
确认安全后方可上房对漏雨部位进
行苫盖。”抢修人员在演练现场搭起
梯子上房查看，区应急指挥中心的
专业人员则全程解说技术要领，“上
房前支搭梯子的角度以 60 至 70 度
为宜，上下梯子时要有人把扶梯子
确保安全。坡屋面苫盖，塑料布一
定要苫过屋脊，从房屋一侧向另一
侧逐步展开，并用砖压实，压砖间距
不得大于 1.5米，压砖要用绳子进行
连接，避免大风卷起塑料布砖头滑
落伤人。”详细的同步解说让区防汛
指挥部的 45 家成员单位百余名相
关人员通过视频观摩演练重温了一
遍救援要领。

区防汛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汛期将重点关注房、院、树、桥、
坑、洞等六类防汛重点风险隐患，通
过制定相应应急措施，提高应急抢
险能力，强化各项应急准备，尤其是
要演练突发险情下的人员疏散，确
保人员安全。各级防汛责任人要全
面掌握各自辖区内的防汛基本情
况，熟悉防汛应急预案，明确责任分
工和应急指挥运转程序；各防指成
员单位要加强协作配合，坚决服从
区防指的统一调度和命令；要加强
抢险装备、设备的配备，强化防汛抢
险队伍建设和训练，备战可能出现
的汛情险情。坚决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确保今年安全度汛。

备战汛期灾情 提高防汛能力

东城区举办2021年防汛应急演练

6月1日，东城区2021年防汛应急演练举行。图为房屋漏雨屋顶苫盖科目实战演练。 区应急局供图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近日，北
京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
公室下发通报，东城区在2020年北京
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公平竞争审查
考核中位列全市第一。

公平竞争审查，是指行政机关及
相关职能组织对制定的涉及市场主
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
他政策措施，依照有关公平竞争要求
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审查，从而规范
政府有关行为，防止出台排除、限制
竞争的政策措施。经过全面综合考
核，东城区在2020年公平竞争审查考
核中位列全市第一。

记者从东城区市场监管局获悉，
东城区先后印发《东城区公平竞争审
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东城区公平
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工作规则》等
工作制度，作为开展公平竞争工作的
指南和标准，指导全区各成员单位严
格落实。

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充分发挥公

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能，积
极加强与各成员单位的协调联动，指
导各成员单位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建
立和调整本部门公平竞争审查程序
和机制，细化审核责任，严格履行审
查流程。依托联席会工作机制，及时
通报和交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开展
情况，讨论并通过清理方案、清理结
果和整改意见。对未在时限内完成
任务的成员单位，加大督办力度，对
发现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情况，
及时下发整改通知，敦促整改。

同时，东城区按照“谁制定、谁清
理”“谁起草、谁审查”的原则，定期开
展存量文件和新增文件的清理专项
工作。对行政机关制发文件的主要
内容与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促
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建设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等要求
相抵触的，按相关程序对该政策措
施予以废止；部分内容相抵触的，按
相关程序对有关内容予以修改，确保

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
定和做法应废尽废、应改尽改。截至
目前，共清理区级政策措施241件、各
职能部门文件 6190件，废止 35件，修
改12件。

此外，东城区在全市率先引入专
家评审机制，充分发挥外脑作用，聘
任专家作为联席会议智库，列席联席
会议各项会议，协助联席会议研究具
体问题，出具文件审核意见，提出合
理化建议，为科学决策提供保障。

目前，东城区已实现区政府和各
成员单位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全覆
盖，各成员单位内部审查机制和工作
程序有效运行。

接下来，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将进
一步充分发挥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
议办公室职能，加强与各成员单位的
协调联动，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持
续做好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为优化营
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保障。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日前，北
京市消费者协会公布 2020 年度全市
消费者满意度测评结果，东城区以
84.67分位居城六区第一名。

近年来，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区

消费者协会聚焦民生精准施策，深度
推进“接诉即办”工作，建立“接诉即
办”数据分析机制，实现短信回复诉
求人、每日快报公示、案件统计信息
平台三大创新，全面提升“接诉即办”

案件应对能力。今后，将继续提升
“接诉即办”工作效能，强化消费纠纷
调解、加强预付费消费等诉求集中的

“七有”“五性”方面突出问题查处，持
续优化消费环境。

“区防汛指挥部，我是安定门街道防汛分指挥部，方家胡同一古建筑瓦面破损，预计会发生漏雨情
况。街道专业力量不足，请求派遣专业队伍处置。”6月1日下午，在东城区2021年防汛应急演练中，模拟
了区防汛指挥部接市气象部门发布的恶劣天气预警后，迅速响应，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记者 李冬梅/文

公平竞争审查考核
东城区位列全市第一

消费者满意度测评 东城区位列城六区第一
■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 通讯员 刘
满清）6月2日，鼓楼东大街一处120平
方米的违建正式启动拆除。5 月，交
道口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在勘验
时发现该处违建内有一处燕巢，经过
向专家咨询，执法队员决定延迟拆除
计划。近日，雏燕已飞出燕巢并能够
独立觅食，违建拆除计划随即启动。

当天上午，在鼓楼东大街南侧一
处院内的二层建筑物前，交道口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队的队员们随同施工
负责人对将要拆除的违法建设进行
再次检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

员李富春专门搭上脚手架，对位于屋
檐通道上方的燕巢再次进行查看，确
认燕巢已空，雏燕已经长大飞走。

“5月中旬，我们在对此处违法建
设进行勘验时，发现违建内有一处燕
巢，巢内还有四五只嗷嗷待哺的雏
燕，不时会有大燕子飞进飞出地为雏
燕投食。”李富春告诉记者，他们将燕
巢情况录制成视频，寻求专家帮助。

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保护专
家李建强表示，在拆违中所遇的燕子
为家燕，根据视频判断，雏燕不出半
月就会离巢，建议执法部门延迟拆除

计划，保护燕子不受伤害。交道口街
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随即改变原有拆
除计划。

拆除前，李富春和队员再次来到
违建内，将燕巢的现状拍下，发送给
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保护专家确
认。专家表示，雏燕健康成长，可以
按照计划进行拆除。拆除时，执法人
员叮嘱施工人员仍要小心，不要破坏
燕巢，以便后期将燕巢移到安全的地
方进行保存。据了解，该处违法建设
面积约 120 平方米，预计一个月内拆
除完毕，并恢复原有房屋结构。

城管护“燕”成长延迟拆违
雏燕离巢并能够独立觅食，鼓楼东大街一处违建启动拆除

东城公安分局民警杜毅：

心中时刻装着百姓

今年 37 岁的杜毅自 2002 年
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先后任东城
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探长，现案侦
查队副队长、队长，2018 年 8 月调
任东直门派出所副所长。“从刑警
到片儿警，有什么不一样吗？”听
到有人这样问，杜毅说：“都是为
百姓服务。”

连续作战八十余天

2020 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
情打破了祥和的春节氛围。杜
毅清楚记得，“2 月 14 日，东直门
派出所辖区内一酒店被定为隔
离酒店。”

在大家对新冠病毒不了解、很
畏惧的情况下，杜毅作为一名党
员，主动请战承担看护隔离酒店的
任务。那时，杜毅的儿子刚满5个
月，但他依然连续在隔离酒店作战
80余天未与家人团聚，“每天就是
通过视频看看儿子的小脸儿，我这
个爸爸有点儿不称职。”

杜毅设立了针对隔离人员的
登记制度、日常管理制度、个人防
护制度、酒店消毒制度等工作台
账，每天穿上防护服坚守在隔离
酒店，为每名入住酒店的隔离人
员登记并进行详细的汇总分析，
还要做好每日三餐配送、垃圾清
理和突发情况的处置。

一天晚上，学生何某某返京
入住隔离酒店，入店时体温正
常。第二天，何某某反映其接受
了核酸检测，现接到检测结果为阳

性的通知。杜毅立即启动紧急预
案，一方面安抚何某某情绪，一方
面积极联系区疾控部门，迅速将其
安全转入医院进行治疗。

在隔离酒店运转期间，有两
名隔离人员欲自行离开酒店。杜
毅穿上防护服与两名隔离人员细
致谈心谈话，讲解隔离政策和法
律法规，最终使其安心隔离观察。

社区安全无小事

从去年5、6月份开始，随着复
产复工的加快推进，快递业也逐
渐恢复了繁忙的景象，但因疫情
防控需要，快递员只能将物品堆
放在各个小区门口设立的快递投
放点，这也导致出现了盗窃快递
物品的案件。

“由于快递投放点是临时设
立，所以也没有监控设备。虽然
丢的东西金额不大，但会让百姓
觉得没有安全感。”杜毅一方面联
系街道办事处和物业在快递投放
点加装探头和警示牌，增强防范减
少发案；另一方面带领民警开展侦
查打击，通过调取大量监控视频进
行循线追踪，冒着炎炎烈日蹲守和
走访群众，最终抓获盗窃快递物品
的违法人员8名，有效维护了群众
的财产安全。

每天下午3点，杜毅都雷打不
动地出现在艺美小学门前，“作为
学校的看护警力，经常有孩子会
和我打招呼问好，心里特温暖。”
家长们也经常跟杜毅说：“看见你
在，我们心里就踏实。”

作为一名分管打击办案工作
的派出所副所长，杜毅始终对电
信网络诈骗、盗窃非机动车等发
生在百姓身边的违法犯罪活动保
持高压打击态势。“要时刻以一名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人民警察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2020 年，杜
毅带领打击队共抓获各类犯罪嫌
疑人近 200 名，破获刑事案件 90
余起。

记者 李冬梅 文并摄

寄语

作为一名新时代、新任务背景下的派出所副所长，我
时刻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保持敏感
敏锐意识，充分把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运用到工作中，做
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
办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杜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