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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小区节能改造 订制服务重细节

郊区公路653处地灾隐患点专人巡视

北京现代重庆工厂提升职工幸福感
□本报记者 马超

陈连生收徒传承京城小吃文化

全新的健身器材、 满满的图
书 、 繁茂的绿植 、 自制的棋盘
……近日， 北京现代重庆工厂的
职工之家投入使用了， 提升了北
京现代职工们的幸福感。

北京现代重庆工厂党委副书
记、 工会负责人程京环说， 为了
让职工有归属感， 建厂同时工会
就在建职工之家， “工厂建到哪
儿， 我们的家就安到哪儿。”

2015年6月 ， 第一批40多名
北京现代职工满怀豪情扎根西南
大地， 经过两年的建设， 新工厂
已经进入试生产阶段， 职工人数
也增加到千人以上。 在工厂建设
中， 无论是中韩职工， 还是京渝
职工， 大家万众一心奋斗拼搏，
从打桩立柱到厂房封顶， 从设备
招标到设备调试， 每个阶段都按
照进度如期完成。

程京环说， 为了让职工居有
其所 ， 建家时修建了职工宿舍
楼， 在职工宿舍一楼还建了一个

超市， “到目前为止， 3-15层都
已经住满了员工， 大约有560多
人。 他们下了班后都愿意到职工
之家来看看书 、 充充电 、 健健
身、 出出汗。”

在职工宿舍的最高层， 有一
个 “望司阁”。 站在这里， 职工
们可以将占地191万平方米的重
庆工厂厂区尽收眼底， 灰白的建
筑、 葱绿的草坪、 笔直的柏油主
干道一览无余。 “职工们在这里
眺望公司， 心中的归属感和自豪
感油然而生。” 程京环说。

程京环告诉记者，“望司阁”
还是重庆工厂职工之家手工作品
的展示室， 房间里摆放着多件职
工的手工作品， 有用废旧木料做
成的汽车、飞机，有用废板材制作
的抽象艺术品……每一件作品都
表达了员工对建设美好家园的愿
景，凝聚着员工们的才华。

职工书屋是职工们最爱去的
地方， 书屋不大， 约20平方米，

但书屋里的书籍品种齐全， 自然
科学、 社会科学、 古典文学、 经
济金融等方面的书籍， 还有许多
杂志和报纸。

建家时， 职工们也充分发挥
个人聪明才智， 像健身房墙壁上
的贴画， 就是职工的自创作品。
“职工们自己动手， 自己装饰新
家， 倍感亲切。” 程京环说。

走出公司职工之家， 在厂房
内， 各班组的职工小家也初具规
模。 冲压车间东侧的开放式职工
小家是四大分厂中面积比较大的
“小家”， 休息区、 培训区干净整
洁， 里面还有茂盛的绿植。

“北京现代不仅仅有完善的
人才培养体系， 更重要的是企业
对职工的关爱和企业的凝聚力，
像 职 工 小 家 都 可 以 建 设 得 这
么 温 馨 ， 从细节可以看出公司
对职工的关爱。” 刚刚从其他公
司加盟北京现代重庆公司的职工
王官伟说。

炎炎夏日， 家住全国总工会
14号楼肖阿姨沏杯茶水， 端坐在
书桌前， 在没开空调的家里， 手
拿着钢笔， 一笔一划写起了感谢
信， 她要专门要感谢北京建工的
舒心改造。

要知道， 肖阿姨家的书房正
朝南向， 去年这时候， 哪怕到阳
台收个衣服都像走近火炉边， 家
里的空调、 风扇一天有一多半时
间都开着。 而现在家里明亮、 凉
爽， 直让肖阿姨翘起大拇指说：
“换了窗户， 没想到屋里不仅明
亮了， 温度也降了， 真的感谢党
和政府， 感谢北京建工， 这才是
酷夏送清凉呢。”

肖阿姨家所在的复兴门外10
号院， 是一个具有几十年历史的
老小区。 前不久小区迎来了一次
节能改造， 北京建工通过对施工
细节的精准把控， 和耐心细致的
人文关怀， 获得了小区居民的一
致称赞。

这次改造共涉及4栋楼544户
居民。 按照改造方案， 对小区的
外墙及公共楼梯保温、 外门窗、
屋面防水保温、 水电管线、 公共
车棚和小区公共环境等进行了全
面的装修改造。 改造后， 夏季室
内温度可降低3至5℃， 居民各方
面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带户施工是改造工程的重点
难点， 项目经理杨磊为此制定详
细的计划， 提前两周张贴告示，
并挨家挨户进行宣传， 将以前改
造过的工程施工前后的对比照
片、 改造施工所使用钢管的材料
照片等进行张贴， 并做好说明，
为居民分析利弊， 做好居民的思
想调查工作 。 有的住户远在国
外 ， 杨磊和他的同事们不顾时
差， 24小时手机开机， 随时随地
为居民说明情况。

由于4号楼的住户平均年龄
较大 ， 90岁以上住户就有6人 ，
80岁以上住户更有20人之多， 杨
磊和他的团队把敬老服务铭记于

心， 给居民发便民卡， 在便民卡
上注明测量门窗的负责人 、 工
长、 土建负责人的电话， 以方便
居民及时沟通协调。 在每栋楼下
也安装居民意见箱， 每天查看居
民的意见， 及时反馈。 为了增加
与居民的沟通， 了解居民的思想
动态， 杨磊团队与居民们建立了
微信群， 每天在群里询问各家各
户的施工需求， 将多维度沟通做
到了极致。

由于很多居民家都是实木地
板， 工人和器具的入户施工会不
同程度对地板造成损害， 面对这
些情况， 杨磊看在眼里， 记在心
上， 为了把对住户的打扰程度降
到最低， 他让工人带鞋套施工，
如果遇上装卸浴室门等 “大活
动”， 还把红毯直接请到施工现
场。 所有工人都必须在红毯上进
行施工， 完工后再自觉将地毯收
回， 循环使用， 保证不损坏、 不
弄脏居民地面。

感受到北京建工贴心施工体
验的居民王大爷，竖起了大拇指：

“北京建工的队伍不只是建筑铁
军，更是咱老百姓的贴心人。 ”

12号楼的王女士怀孕近8个
月， 本来夏日就酷暑难耐， 又赶
上家里节能改造， 这让王女士的
心情一度抑郁。 得知王女士的个
性化需求后， 杨磊和他的团队马
上进行了专项布置会， 商量出一
套别出心裁的 “定制化服务 ”。
原来 ， 他们将施工工人的年龄
段、 工作时间段、 作业工人性别
都进行了细致分类， 居民们可以
根据自己需要来进行选择。 方便
了老人、 孕妇的同时， 更让施工
安排得井然有序。

办公区内的一面面锦旗 ，街
道报纸上的报道点赞， 都体现出
居 民 对 于 工 程 施 工 的 认 可 和
赞 誉 。 经过改造的老旧小区除
了能延长房屋使用寿命， 保障居
住 安 全 外 ， 还 将 实 现 翻 新 美
化 ， 为 居民营造优美舒适的生
活环境。 北京建工通过个性化的
“私人订制”式服务，用细节赢得
了民心。

昨天， 记者从负责郊区道路
养护的北京市政路桥养护集团了
解到， 本市郊区公路防汛抢险提
前布控， 防患未然， 对京沈路、
京拉线、 京银路、 滦赤路、 范崎
路等山区公路653处地质灾害隐
患点段安排专人进行巡视， 如发
现地质灾害安全隐患， 第一时间
上报， 并配合交管部门果断采取
封路措施， 确保车辆行人安全。

据了解， 养护集团24支防汛
抢险队伍已全部到岗到位， 防汛
物资、 设备同时到位。

对下凹式立交桥、 泵站、 易
塌方积水路段等124处重点部位
提前布控 ， 现场布控抢险人员
528人， 布控设备508台套。 如积
水深度到达27厘米标准， 配合交
管部门果断采取拦护措施， 确保
过往人车安全。 同时， 加强巡查
力度 ， 增加雨中 、 雨后巡查频
率， 及时发现、 及时处置。

为全面做好郊区公路防汛抢
险工作， 养护集团为十个郊区配
置了航拍无人机， 投入到应急抢

险工作中， 此前已在 “7·20” 强
降雨108国 道 塌 方 抢 险 中 得 到
应用 。

6·22强降雨后， 养护集团使
用无人机对山区公路不稳定山体
进行隐患排查， 重点对门头沟区
京昆线、 石担路、 三温路； 房山
区十霞路、 周张路以及延庆区滦
赤路、 刘干路、 昌赤路等主要山
区公路进行了勘查。

截至7月6日16时， 养护集团
共备勤2108人 ， 备勤机械设备
603台套， 出动巡查人员198人 ，
出动巡查车辆63辆， 出动抢险人
员382人 ， 出动抢险设备 262台
套。 通州区宋梁路， 顺义区昌金
路、 木北路等3处积水均已抽排
完毕， 恢复交通。 因持续降雨，
安四路辅路天通苑地铁站、 顺义
区白马路泵站等8处积水正在加
紧抽排中 。 门头沟京拉线 97.5
处、 房山区贾金路15.9公里处及
怀柔京加路出京方向89.1至89.3
公里处发生塌方， 现半幅通车，
过往车辆要注意通行安全。

近日， 在由北京翔达投资管
理公司举办的拜师会上， 京城小
吃泰斗、 81岁的陈连生一口气收
了8位徒弟。 北京烹饪协会会长
云程表示， 北京小吃是深蕴于特
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一项重要文
化成果， 它的每一个品种的制作
方式、 食用方式等， 都蕴含着深
刻的哲理和北京人特有的审美意
趣， 陈连生收徒目的最重要的是
传承。

陈连生在12岁时就在餐馆当
学徒， 靠勤苦好学， 逐步走上领
导岗位， 先后担任南来顺饭庄 、
吐鲁番餐厅经理、 翔达公司副经
理等， 几十年来他在一线工作积
累丰富的经验。 特别是他将小吃
创新性地端上了大雅之堂， 还推
出了小吃宴。 陈连生还多次与他
人合著有关北京小吃的书籍， 把
北京小吃提升到理论高度。

在会上举办的拜师仪式中，
8位徒弟向恩师、 师母呈上了拜
师帖、 行鞠躬礼、 敬茶。 陈门师
徒共饮一杯茶， 陈连生给徒弟回
徒帖， 回回徒礼， 并上了入门后
的第一课： “诚实做人， 认真工
作， 传承北京小吃文化。”

致美斋饭庄副经理韩松作为
徒弟代表说：“我们一定要将 ‘诚
心、精心、细心’作为徒弟拜师的
学习态度， 在日常工作中虚心向
师傅学习、请教、诚心诚意地接受
师傅的指导和督促。 ”

工厂建到哪儿“家”就安到哪儿

“剪纸活动在社区开展是个特别好的方式， 不仅能让居民掌握技
艺， 还可以活跃气氛， 促进社区居民、 同事之间的关系。” 近日， 首
都职工志愿尹浩文化艺术服务队队长尹浩和志愿者们陆续走进建外街
道、 石佛营南里社区和育慧里社区， 在发扬传统文化、 教授剪纸技艺
的同时， 还积极投身社区的弱势群体社交增能计划项目， 活跃社区居
民的业余生活。 本报记者 闵丹 摄影报道

职工志愿者把剪纸技艺送社区

居民为施工管理人员赠送感谢信

配置航拍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