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消防官兵雨夜转移被困市民

8月2日，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
雨夜袭京城。 一个个报警电话打
到119指挥中心。 首都消防官兵
迅速行动， 以最快的速度以最专
业的救援赶赴一个个现场。

18时46分， 119指挥中心接
报昌平区西三旗东村家园门口有
人员被困， 调派清河 、 回龙观
两个中队 2辆消防车赶赴现场，
经核实， 一名怀孕8个月的孕妇
被困 ， 当时积水达1米深左右 ，
中队用担架将孕妇转移至消防车
内送至安全区域。

20时， 房山区公安消防支队
接到报警称， 长阳镇大宁山庄公
交车站有人员被困， 中队出动三
辆消防车赶往现场。 因道路积水
严重， 救援人员徒步赶往， 成功
将公交车内一名被困孕妇及30多
名乘客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

8月2日当晚， 救援第一线都

有消防官兵的身影。
119指挥中心增设接警席位，

加强调度指挥， 并设立专职统计
席， 及时掌握动态情况， 分时段
随时统计、 上报受灾情况和抢救
进展情况。

从8月2日17时至8月3日5时，
119作战指挥中心共接抽水类警
情123起， 共出动消防力量144队
次、 146车次， 未发现因强降雨
导致人员伤亡和建筑物垮塌的警
情。 为有效应对汛期各类灾害，
北京消防部署了社会面防汛抢险
救援力量、 水上抢险救援专业力
量和防汛抢险救援机动力量三个
层面的作战力量。

据悉， 进入汛期以来， 北京
消防部队立足实战， 以我市遭遇
特大暴雨， 引发城市内涝灾害为
场景， 组织开展了防汛救援综合
实战演练。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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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本报记者 盛丽

9000名“柠檬黄”引导文明在身边
“这位行人， 红灯啦， 咱们

把车推回停车线以内吧， 注意安
全。” 8月2日下午5点半， 在丰台
区方庄八里河路口， 身穿黄色工
作服的公共文明引导员尹建昌手
持一个写有 “你礼让 我点赞 ”
标语的宣传牌， 维护着路口的交
通秩序。

今年60岁的尹建昌， 加入文
明引导员队伍已经有三年。 说到
这身柠檬黄的工作服和文明引导
员的身份，他满满都是自豪感。和
尹建昌一样， 在这个路口还有多
名文明引导员在早晚两个高峰时
段上岗，劝导路人遵守交通秩序。

从2001年北京市公共文明引
导员队伍建立， 16年来这个队伍
不断扩大， 由1300人发展到9000
人， 服务公交地铁站台由430个
扩大超过2300个， 服务乘客总量
达880亿人次。

作为见证人， 北京市公共文
明引导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孙平很有感触。 2001年， 北京申
办奥运成功， 市委领导部署全市
开展 “文明乘车 ” 市民宣传活

动， 时任首都文明办宣教处处长
的孙平承担了此项任务。 在市委
宣传部、首都文明办领导下，创建
了市文明乘车监督员队伍 （公共
文明引导员前身），组建了文明乘
车活动办公室 （市公共文明协调
办前身）， 孙平兼任办公室主任。
2008年底， 到退休年龄的孙平留
下继续工作，一留就是9年。

在首都文明办的领导下， 孙
平和市公共文明协调办的同事们
共同努力， 在公共文明引导行动
制定规划 、 完善管理 、 培育团
队， 以及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
实践活动等方面， 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 先后创建了 “公共文明引
导日” 活动项目； 总结文明引导
行动 “柔性引导” 的独特经验；
提炼出引导员 “八大员” 的典型
作用， 创意设立 “金牌引导员”
“星级引导员” 等激励表彰形式。

近年来， 从最初在公交、 地
铁站台维持秩序， 扩展到交通路
口、 春运场站、 体育赛场、 社区
街巷以及公园景区等多领域的引
导服务， 开展了 “礼仪文明、 环

境文明、 秩序文明、 服务文明、
观赏文明、 网络文明” 六大文明
引导行动， 不断拓展延伸服务。

2007年， 首都文明委将每月
11日定为 “排队推动日”。 在文
明引导员的带动下。 经过十余年
的努力， 全市设有文明引导岗的
公交、 地铁站台已基本实现排队
候车； 无人值守、 乘客自觉排队
站台达1200余个。 文明引导员还
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 全市共有
引导员学雷锋志愿服务岗2000多
个 ， 志愿服务小分队360多个 ，
截至2016年， 共为群众咨询指路
5250万人次， 帮助寻找走失家人
22500人 ， 捡拾丢失物品 52200
件， 医疗救助8250起， 敬老助残
超过1518万人次。

2011年 ， 经北京市政府批
准， 公共文明引导员队伍作为政
府购买的公益岗位， 正式建立了
长效机制， 市区财政给予支持，
成立了市公共文明引导行动协调
指导小组 ， 全市形成总队 、 大
队、 中队三级管理体制， 队伍管
理不断向制度化、 规范化迈进。

平谷洳河再现鸟群飞

8月2日，为应对降雨，首发养
护公司在17时发布一级备勤信
息，19时首发养护公司启动联勤
指挥综合办公， 各单位开启视频
系统，确保信息联通，及时反应。

截至19时30分， 公司1300余
名抢险人员到岗， 严格执行24小
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 首
发养护公司在以9个泵站、29个易
积水点、35处重点巡视路段为关
键点位的总体布局下施行实名制
布岗。145名值守人员现场值守到
位，对南岗洼、芦各庄进行重点布
控， 提前备好上万条充装好的沙
袋；对山区易落石、易滑坡路段、
加筋土挡墙路段进行重点检查，
120名巡视人员采取24小时全路

网不间断巡视措施， 发现险情发
生的迹象立即上报。 同时码放作
业区，渠化社会车辆，避免造成伤
害事故及财产损失。 班组长以上
级别（含班组长）防汛管理人员配
备PDA手机等单兵指挥系统，确
保各项防汛政令畅通， 信息传达
及时、准确。

据悉， 首发养护公司提前对
此次降雨形势进行研判， 在京台
高速芦各庄路段、六环K102肖庄
路段、京新K28+200处、京哈K8+
800处、京平北务服务区、京承二
期、 京平打铁庄匝道桥开展防汛
演练工作，涉及排水清淤、边坡加
固、清障救援等多个方面，有力保
障重点部位防汛工作。

昨天， 景山公园首次举办的 “智·趣” 嘉年华暑期文化展开幕。
展览了近30万块拼插玩具组成的6大主题展品， 20余组拼插积木作品，
分为拼插积木观览区、 益智玩具互动区、 御园盆景展示区和科普知识
介绍区等部分。 活动内容新颖， 互动形式多样， 激发小朋友的想象力
与创造力。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彭程 文/摄

首发养护联勤指挥保畅通

30万块拼插玩具开启暑期文化展

蓝天白云下，一条河流淌着，
河面上鸟儿不时飞来飞去。 这里
是平谷区洳河新城段， 以前干枯
的河流再现生机。 这是平谷区在
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中的一个缩
影。8月3日，本报记者前往平谷区
探访疏解整治促提升情况。

平谷区水务局建管处主任史
怀苹告诉记者， 洳河新城段治理
河道7.1公里， 改建桥梁3座， 扩
建橡胶坝2座 ， 改建巡河路6公
里。 工程2014年开工， 2016年竣
工验收并投入运行。

“整治后环境好了， 治安好
了， 心情也舒畅了。” 平谷区平
谷镇东寺渠村村民胡玉刚说。

平谷镇镇长沈焱告诉记者 ，
东寺渠村有自己经营养殖户35
户， 对外出租及加工业65户， 废
品回收28户， 年收租金两三万元
不等， 流动人口800-1000人。 每
年东寺渠村委会需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 约投入20余人为养殖小区
服务， 对养殖小区进行管理。 但
因养殖小区人员复杂 、 环境恶
劣、 治安状况混乱， 一直是治理
的难点， 这使得东寺渠养殖小区
成了镇、 村治安和环境重点整治
区域， 对村内各方面工作也带来
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今年， 东寺渠村养殖小区专
项整治领导小组成员全部入户，
现场督促全体废品收购户限时离
开清理。 4月18日， 开始养殖小
区整治清运工作， 村委会组织安
排10人动用一辆农用车、 一辆小
型翻斗车、 一辆小型装载机， 挨
家挨户清理垃圾， 统一清理运送
到垃圾堆放点； 然后村委会委托
环卫公司， 用两辆20吨清运车、
一辆大型装载车， 共清运6批次
50车垃圾。 历时22天， 将废品收
购户全部清理完毕， 养殖小区两
侧堆积物、 废弃物清运完成。 现
在的东寺渠养殖小区街道整洁，

面貌焕然一新。
“今年3月用上天然气， 挺方

便的， 也挺安全的， 省了一半的
费用。” 大华山镇陈庄子村村民
杨金娥说。

近两年， 大华山镇开展了天
然气入户工程。 2015年，汇能集团
完成前、 后北宫两村约1700户煤
改气工程。 2016年，汇能集团对大
华山镇剩余17个村进行煤改气，
涉及天然气改造户约5500户。 该
工程包括天然气管线建设、16座
瓶组站和1座大华山村气源站。下
一步，平谷还将对182个村约6万5
千户村民进行煤改气工作， 届时
一年将实现压减燃煤约20万吨。

平谷区区委常委、 副区长吴
小杰表示，在市级“疏解整治促提
升”专项行动任务的基础上，平谷
区坚持问题导向，结合自身实际，
新增“双安双打”、打击“四抢”等
11项区级特色任务。截至目前，拆
除违法建设、 占道经营整治、“开
墙打洞” 整治等市级任务已全部
实现全年计划半年完成的目标，
部分专项行动超额完成。

拆除违法建设专项行动， 全
区共拆除违法建设 22.5万平方

米， 已完成全年任务的321.4%。
在占道经营整治方面， 全区共查
处占道经营1390件， 完成全年任
务的105.4%。 在无证无照经营整
治方面， 全区共取缔无证无照经
营 246处 ， 完成了全年任务的
307.5%。 在开墙打洞整治方面 ，
取缔70个开墙打洞点位， 完成全
年任务的583.3%。 在疏解一般性
制造业方面， 退出一般性制造业
2家， 完成全年任务的100％。 在
“散乱污” 企业治理方面， 治理
“散乱污” 企业7家， 完成全年任
务的100%。 在棚户区改造方面，
与240户居民签约成功， 完成全
年任务的100%。 在直管公房清
理方面， 共整治直管公房11户，
完成全年任务的366.7%。 在商改
住清理整治方面， 对42家中介机
构及小信息部进行检查， 严查各
房地产中介机构恶意炒作、 哄抬
房价、 以住宅名义宣传商办类房
屋等违法违规行为。

在区级创新 “疏解整治促提
升” 专项任务中， 仅生态桥工程
一项， 共完成粉碎果树枝条、 柴
草等9657吨 ， 试验沤肥4450吨 ，
栽植食用菌菌棒30万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