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工人先锋号
丰台区环保局大气污染监督管理科

全国工人先锋号
京港地铁车站维修室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创一流工作、 一流服务、 一流
业绩、 一流团队” ———“工人先锋号”
已成为引领职工队伍的旗帜 。 今年
“五一” 期间， 我市又有28个和113个
单位分别荣获 “全国工人先锋号” 和
“北京市工人先锋号” 称号。 其中有一
年时间荒地上拔起五座指廊的新机场
工程项目部 、 走在新药研发路上的
“先遣部队” ……一个个普通的班组，
是怀揣着怎样的梦想， 一步步奋力登
上 “工人先锋号” 宝座的？ 近日， 记
者走访了几个获得工人先锋号的班组，
听他们讲述荣耀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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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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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港地铁车站维修室有213名员工， 平均年
龄30岁。 虽然成员的年纪不大， 但是工作经验却
很丰富。 在这个团队中， 有5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的员工占全员40%， 具有10年及以上地铁或相关
行业工作经验的占全员10%。

说到地铁车站维修室， 不少人可能会简单的
理解为修理车站设备的部门。 其实， 他们的工作
内容很广泛。 “这个部门共设置9个基层管理工
区， 目前主要负责京港地铁4号线、 大兴线、 14
号线、 16号线四条地铁线路 （含车站） 的低压动
力系统、 照明系统、 站台门系统、 门禁系统等机
电设备设施的维护检修工作。” 京港地铁车站维
修经理司晓义介绍。

去年3月27日， 车站维修员工在进行4号线动
物园站巡视检查时， 发现车站内重要设备———
不间断电源设备 （UPS） 工作状态异常。 “不间
断电源设备主要负责站内通信系统、 自动售检
票系统等重要运营设备的电源供给， 故障后可
能会导致上述设备断电而无法向乘客提供服务，
将严重影响车站的正常运营秩序。” 京港地铁车
站维修副经理赵青说。

面对这种情况， 车站维修员工为了保证车站
设备能够持续提供正常服务， 工区负责人及白班
员工一直在现场进行故障排查并进行现场值守，
夜班同事到场后， 一起进行故障处理 ， 最终及
时修复了设备故障， 经过部门员工连续作战， 不
间断对故障设备进行检查、 监控及维修， 避免了
设备故障范围的扩大， 为车站重要设备用电提供

了优质可靠的保障。
京港地铁是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组建的， 京港地铁车站维修室借鉴港铁先进
经验， 总结出了一套京港地铁车站维修独特的管理
及工作方法。 在团队管理上， 结合现有人员组成情
况， 制定并落实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 建立中、 长
期等不同时期的工作目标及发展方向， 推广 “安
全、 质量、 效率、 担当” 的部门文化。

在设备管理上， 每年对设备工作状态及班组生
产能力进行评估， 结合设备的运行表现， 对维修策
略及工作计划进行回顾及分析。 在绿色技术上， 应
用大数据管理， 建立信息模型， 通过基础数据， 分
析机电设备能耗， 实施空调节能、 LED节能灯项目
改造， 为乘客和工作人员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 节
约设备用电的同时也减少碳排放。

在去年共节约电能约6.23吨标准煤， 降低了运
营成本。 在人工成本方面， 车站维修室利用先进工
具，如内窥镜显示器、电池巡检仪、自动加药装置等，
引进先进仪器，节省人工成本，提升设备管理效率，
为地铁机电设备运营管理“绿色探索”注入高科技力
量， 不断实现机电设施管理信息化、 智能化。

随着客运量增加， 车站维修室针对复杂的设备
维护管理情况， 精心制定维修计划， 细化维修程
序， 每年需执行维修作业8000余次。 这个优秀的集
体被授予 “2012-2013年度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
示范窗口” 和 “北京市工人先锋号” 等荣誉称号。
不久前， 还获得 “全国工人先锋号” 荣誉称号。

“没想到我们科室能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的
荣誉，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我们
一定要再接再厉， 为降低首都的大气污染贡献自
己的力量。” 丰台区环保局大气污染监督管理科
科长刘超说。

丰台区环保局大气污染监督管理科正式成立
于2016年。 成立以来， 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 以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为目标， 务实创新， 圆
满完成了大气污染治理各项工作任务。 为了充分
发挥大气科党员模范和青年先锋带头作用， 还分
别成立特别党支部和青年突击队， 青年突击队还
荣获2016-2017年度 “北京市青年文明号 ” 称
号， 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支部， 有5名同志被评
为党员标兵。 “目前我们这个团队有19人， 平均
年龄33岁， 为了在今年11月之前实现丰台 ‘无煤
化’ 的目标， 我们基本上加班不断， 但是大家都
特别有干劲， 毕竟从采用煤炉供暖， 到采用电设
备供暖， 这是在改变老百姓的生活方式， 而且降
低环境污染， 也是为北京的蓝天白云出力， 再辛
苦也是值得的。” 刘超说。

2016年6月30日， 丰台区环保局举行 “大气
污染防治青年突击队” 授旗仪式， 打响了大气污
染治理攻坚战。 大气污染防治青年突击队作为一
支全部由80、 90后组成的队伍 ， 为打赢 “无煤
化” 战役， 每天早上8点前准时到岗、 工作12个
小时、 一周工作7天， 每名队员都勇于担当， 组
织开展周例会120余次， 每周分5个工作小组深入

属地调研， 入户了解百姓需求。
“全区的 ‘煤改电’ 主要针对的是平房住户 ，

由于他们很久以来都习惯了用煤炉取暖， 所以就需
要我们不断做思想工作。 繁琐又浩大的工作量全压
在了我们的团队身上， 但我们必须冲锋在大气污染
防治第一线。 ” 刘超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努力， 2016年丰台区完
成2.4万户的 “煤改电” 任务， 完成四环路内煤改
清洁能源1万余户， 超额完成2016年年度任务。

丰台区环保局大气污染防治青年突击队还通过
组织专题培训， 开展 “煤改电” 政策宣讲活动60余
场； 制作6部flash动画宣传片， 在全市公交、 地铁、
楼宇等移动传媒进行滚动播放……刘超说， 为确保
在两年内完成7万户平房居民的煤改清洁能源工作，
大气科全体成员以 “5+2”， “白加黑” 的状态投
入到工作中去。

“我们用脚步丈量距离， 白天进社区、 下村头
道岔， 晚上整理、 汇总数据； 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
以上， 历时40余天圆满完成了全区平房用煤户调查
摸排工作。 我们用毅力迎接挑战， 在短短两个月的
时间里， 完成了煤改电政策制定、 电采暖设备招标
工作； 我们7天组织9批次30多人到20多个省市进行
设备厂家考察， 把真正好的电采暖设备展现在百姓
面前， 也为任务完成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科室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2016年，
丰台区细颗粒物年均浓度同比下降9.2%， 实现煤改
清洁能源3.3万户， 是前3年的三倍。

40余天圆满完成
区平房用煤户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