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东
城区东华门街道将以建立 “小
巷管家驿站 ”、 招募 “小巷管
家”、 “小巷管家团”、 “小巷
管家队 ” 和 “小巷文明小管
家” 的模式， 促进街道 “小巷
管家” 机制和团队自治组织的
发展， 形成 “共治共管、 共建
共享” 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巩
固东华门地区 “百街千巷” 环
境整治提升成果。 昨天， 东华
门街道举行 “小巷管家驿站 ”
暨 “小巷管家+” 启动仪式。

东华门街道辖区共有22条
大街， 77条小巷。 目前， 已有
130名社区居民和32名地区学生

报名成为了东华门地区第一批
“小巷管家 ” 和 “小巷文明小
管家 ”， 同时一些来自同一小
区、 胡同的老邻居组成了28个
小巷管家团， 共同负责 “家门
口” 的环境秩序， 社区的文体
团队、 地区单位的党团员志愿
服务队也组建了9支小巷管家
队 ， 承担起周边街巷的 “管
家” 任务。

东 华 门 街 道 以 “ 四 不 ”
“五随 ” 的形式招募 “小巷管
家”， 即不限年龄、 不划地域、
不限时间、 不限方式， “随时
巡 、 随路看 、 随手拍 、 随手
做、 随时报”， 通过邻里守望、

引导提示、 人人动手、 自治共
建 ， 发现街巷中存在的环境 、
建设、 秩序、 安全等问题， 将
家门口的事变成自己身边的
事 、关注的事 、随手解决的事 ，
实现党建引领、共治共建。 街道
还将为“小巷管家”们配备巡查
手册、徽章等，通过巡查上报问
题积分， 不仅能够从一星管家
晋级到五星管家， 还可通过积
分享受物质回馈。 12个社区服
务站将承担起 “小巷管家驿
站” 的职责， 负责对社区 “小
巷管家” 及团队的管理， 并对
“小巷管家 ” 们反映的问题给
予记录、 协调解决。

12个社区服务站将承担 “小巷管家驿站” 职责

东华门街道开启“小巷管家+”模式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8月11
日起， 北京公交集团将新开13条
快速直达专线。 届时将方便西部
门头沟区杨坨、军庄、冯村等居住
区连接城区、 接驳地铁的快速通
勤；发挥广渠路公交车道作用，加
强市区与通州的快速通勤， 方便
廊坊北三县的香河潮白河孔雀
城、燕郊南部等居住区与地铁6号
线潞城站的通勤接驳。

据了解 ， 将开通的线路包
括： 杨坨至地铁苹果园站北门的
快速直达专线31、 温泉至地铁西
二旗站的快速直达专线39、 后沙
涧路至高里掌的快速直达专线

494、 白各庄公交场站至地铁朱
辛庄的快速直达专线56、 高楼金
村至东大桥路口东的快速直达专
线75、 怡乐中街东口至大北窑北
的快速直达专线79、 中门寺生态
园至北京西站的快速直达专线
89、 夏威夷蓝湾小区至地铁潞城
站的快速直达专线102、 太玉园
总站至双井桥东的快速直达专线
116、 冯村西里至航天桥西的快
速直达专线137、 河滩至老山的
快速直达专线142、 城子大街南
口至航天桥西的快速直达专线
144、 潮白河孔雀城至地铁潞城
站的快速直达专线111。

13条快速直达专线周五开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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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杨保川）近
日， 北京城建二公司组织其十九
经理部、 机电分公司等22支专业
队伍， 上千名专业施工人员打响
了海淀区全境无煤化工程最后的
攻坚战。今冬，海淀区全境将基本
告别煤炉子， 实现无煤化清洁能
源供暖。

此次无煤化“煤改电”清洁能
源改造工程总投资6亿多元，将涉
及到海淀区温泉镇、西北旺镇、四
季青镇, 东升乡四个镇乡中的中
关村街道、 清河街道、 青龙桥街
道、香山街道、西三旗街道、马连
洼街道、田村路街道7个街道及村

的23个社区，总面积达到260平方
公里， 供暖面积达到149.32万平
方米，使7031户居民受益。

据城建二公司 “煤改电” 工
程总指挥罗志坚介绍 ， 此次改
造 工 程 首 次 采 用 空 气 源 热 泵
集中供暖方式 ， 在居民区集中
区域附近分别设立48个 “煤改
电” 供暖基站， 由架空的无缝保
温管， 进水、 回水双向外管网引
入各家各户的新装暖气中， 外管
网安装长达250多公里， 由多达4
万多条焊缝连接为一体。 目前，
已完成200户居民 “煤改电 ” 的
暖气安装任务。

本报讯（记者 边磊）8月4日，
东城区崇外街道崇文门西大街社
区党委联合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军
部分会， 邀请八一征程寻访团走
进社区，开展了一场“铭记光辉历
史，传承红色基因”军民联谊会。

这支寻访团的成员都是由参
加三大起义革命志士的后代组
成， 寻访团主要对八一南昌起义

的重要节点进行寻访和追忆，缅
怀革命先烈， 铭记光辉历史。当
天， 社区党委还精心策划了一场
文艺演出， 邀请驻区解放军、武
警、学校、非公企业代表等共同参
加联谊会。 崇西社区党委书记李
佳航表示， 今后社区党委将以党
建为引领，积极搭建平台，为居民
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八一征程寻访团进社区忆峥嵘岁月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昨天，
记者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
部办公室主办，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承办的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核心技
术” 高级研修班上获悉， 北京城
市轨道交通远景线网 （地铁、 区
域快轨、 中低运量系统） 由35条
线路组成， 总规模将超过1500公
里。 其中： 21条为中心城地铁线
路； 7条区域快轨线路； 5条中低
运量线路； 2条机场专用线路。

据介绍， 北京是我国第一个
拥有地铁的城市。 52年间 （1965

年-2017年）， 在规划、 设计、 建
设、 运营、 管理等方面， 创造了
多个第一。 据不完全统计， 未来
5年世界范围内城市轨道交通的
建设80%在中国。 而北京是中国
目前在建线路最多、 日均客运量
最大、 自主知识产权轨道交通技
术集成最高的城市。

据市重大项目办总工程师杨
广武介绍， 伴随着全国大规模的
地铁建设， 首都要承担起科技引
领、 辐射的作用。 北京市目前搭
建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技
术交流平台， 成立了城市轨道交
通技术工作委员会， 组建了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绿色建造与安全技
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北京市轨道
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在城市
轨道交通行业尖端技术方面拥有
核心研发能力。

由35条线路组成 其中21条中心城地铁线路 7条区域快轨线路

市公安局启动公正执法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记

者昨天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 为
狠抓执法规范化建设， 市公安局
自8月1日起组织开展为期两个月
的 “公正执法护平安” 主题教育
活动。

据了解， 为确保活动取得实
效， 市公安局成立了专项活动领
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要求各单
位要把开展此项活动作为一项全
局性、基础性重点工作来抓，坚持

将开门评警、 建章立制、 规范培
训、 典型推树贯穿于教育活动的
全过程，整体协同、统筹推进。

据介绍， 结合此次 “公正执
法护平安” 主题教育活动开展，
市局将围绕接警处警 、 受案立
案、 执法过程、 案件办理、 窗口
服务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主要执
法服务环节， 不断提升执法水平
和执法公信力， 推动首都公安执
法规范化的提档升级。

即日起京津冀三地环保部门联动执法
打击跨区域环境违法行为 推进京津冀大气、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本报讯（记者 孙艳） 即日起
至9月15日，京津冀三地环保部门
以大气、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
以解决区域内突出环境问题为重
点，实施联动执法，共同打击跨区
域环境违法行为， 推进京津冀地
区大气、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昨
天，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今年以
来， 京津冀三地环保部门共出动
执法人员4万余人次，发现环境污
染问题2138起， 拟处罚金额上千
万元。

为共同打击京津冀区域内环

境违法行为，2015年11月，京津冀
三地环保部门签署合作协议，建
立了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
制，确定了定期会商、联动执法、
联合检查、重点案件联合后督察、
信息共享等5项工作制度。机制建
立后， 三地环保部门每年各牵头
组织1至2次联动检查行动， 特别
是重污染天气阶段开展应急联动
执法。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环保
部门已开展了两次联动执法，共
出动执法人员4万余人次，检查各
类污染源单位4万余家次，发现环

境污染问题2138起， 拟立案处罚
环境违法行为526起，拟处罚金额
上千万元。

据市环境监察总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下半年，三地环保部
门将以解决区域大气突出环境问
题为重点， 从大气污染防治拓展
到水和土壤污染防治， 加强对辖
区内污染源点位排查，推进“三级
联查”及执法联动，加大暗查和突
击检查的力度， 从速处理环境信
访举报案件， 加强违法案件通报
力度。同时，三地将共享环境监察

执法信息，特别对跨省、跨市的城
乡结合部地区加大督查力度。

据介绍， 三地环保部门将以
燃煤企业、工业企业、“散乱污”企
业、高排放机动车、“三烧三尘”等
为重点，开展联动执法，问题随时
发现、随时处理、查处到位，依法
严厉打击涉气企业偷排偷放、超
标排放、 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环
境违法行为， 推动各项大气污染
防治措施落到实处、取得成效。

同时， 三地环保部门重点围
绕工业污染防治、城镇污染防治、

农业农村污染防治、 饮用水与地
下水保护四个方面， 以工业污染
源、城镇污水处理厂、规模化畜禽
养殖场、 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排污口等为重点， 对京津冀三省
市交界各流域周边区域范围内涉
水污染企业开展检查， 依法严厉
查处超标排放、 治理设施不正常
运行、 在线监测弄虚作假等环境
违法行为， 坚决取缔关闭严重污
染企业和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的排污口和建设项目， 以及造成
地下水严重污染的企业。

本市轨道交通远景线网超1500公里

海淀打响无煤化工程最后攻坚战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东华门街道开启“小巷管家+”模式

石景山将建70家“一公里菜站”
本报讯 孙秀兰曾经每天

早上都要到家对面的仙鹤农
贸市场， 离家近是她选择这里
的原因 ， 穿过西五环路就到
了。 听说市场要拆除， 孙秀兰
犯了愁， 以后去哪买菜呢？ 记
者了解到， 鲁谷仙鹤农贸市场
关停的同时， 位于鲁谷七星园
社区的一家连锁 “果蔬店” 正
式开业。

该蔬果店负责人表示 ， 店
里的果蔬都与产地和大型批发
市场有专业的供应渠道， 确保

产品新鲜、 价格实惠、 商品可
追溯。 可以为周边一公里左右
范围内的居民提供蔬菜 、 水
果 、 生鲜的线上线下销售服
务， 能有效解决百姓菜篮子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 同时， 为了
方便周边老年人和不方便的居
民 ， 果蔬店还开设了微商城 ，
为周边两公里的消费者免费送
货上门 ， 日均可以达到100多
单， 尤其受年轻消费者欢迎。

据介绍， 石景山区在加快
低端农贸市场疏解的同时对社

区蔬菜零售网点进行补充建
设， 方便百姓生活。 其中今年
将新建 70家 “一公里菜站 ” ，
涵盖全区151个社区的蔬菜零
售 “一刻钟服务圈 ” 将形成 。
未来两年， 将新建、 补建、 提
升100家规范化蔬菜零售网点
和100家社区便民服务网点。

此外， 石景山区还计划创
建 “菜篮子” 地图， 利用新媒
体技术方便居民快捷、 准确地
查找社区商业设施， 便利百姓
生活。 （王祝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