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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本报记者 闫长禄

勇救被扎女子 见义勇为市民受表彰
□本报记者 闵丹/文 通讯员 王小欢/摄

通州60名智能楼宇管理员享免费培训

每天地下穿越6公里巡检电缆安全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距离中秋节还有近两个月时
间， 老字号月饼已提前上市。 今
年北京稻香村的中秋月饼在保留
经典口味的同时， 还进行了风味
创新， 并量身打造了一套全链条
的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 采集
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到追溯系统云
平台上， 最终实现消费者用手机
扫描月饼礼盒上粘贴的二维码防
伪标签， 就可查询到每盒月饼的
产品质量信息， 保证产品生产全
程可追溯。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8月9日， 通州区民政局会同
通州公安分局、 通州区精神文明
办专门召开表彰会，对在582路公
交车上奋不顾身勇救被扎伤女
子、抓获嫌疑人的杨帆、赵小伟进
行表彰奖励， 并为他们颁发了见
义勇为证书、奖章和奖金。

7月17日8时许， 在通州区梨
园翠屏南里附近一辆582路公交
车上， 一男子持水果刀将一名女

乘客扎伤。 危急时刻， 乘客杨帆
和赵小伟挺身而出， 同行凶男子
搏斗并迅速将其制服， 挽救了女
乘客生命。

在表彰会上， 通州区民政局
优抚科宣读了对杨帆、 赵小伟两
位同志见义勇为行为确认决定
书。 通州区民政局、 公安分局、
精神文明办相关领导为杨帆、 赵
小伟两位同志颁发了见义勇为证

书、 奖章和奖励金。 “当时救人
就是本能反应， 没想那么多， 今
后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还是会冲
上去！” 杨帆朴实的话语感动了
现场的所有人。 赵小伟也表示，
会继续以实际行动践行见义勇
为精神。 杨帆、 赵小伟所在的
工作单位领导也对二人给予肯
定， 并表示会号召全体员工向他
们学习。

前门至崇文门大街车水马
龙， 而另一个世界， 漆黑的地下
3米， 只有头灯的光线左右晃动。
8月10日， 国网北京电力运维巡
检人员郭邵柱和同事， 在前门至
崇文门标段2米宽左右的地下电
缆隧道进行常规巡检。

这一标段电力电缆隧道始建
于1987年， 是北京市核心区内一
条重要的电缆隧道， 承担着周边
地区重要的供电任务， 有北京核
心区 “生命线” 之称。 电力井口
专人看守， 运维巡检人员穿戴好
长袖工装 、 安全帽 、 手套 、 头
灯， 经过标准程序进入井下。 对
于在电力公司工作15年的郭邵柱
来说， 这一流程再熟悉不过。

电力电缆隧道， 是除城市地
下排水管道、地铁、人防工程、地
下停车场之外又一座 “地下空
间”。尤其是随着城市核心区架空
线入地工作的稳步推进， 更多的
输电线路改为“入地”运行，节省
占地、改善城市景观的同时，对运
行维护和管理也提出更高的要
求。 目前，北京五环路以内，新建
110千伏以上高压输电线路，都采
用“入地”方式。截至2016年底，国
网北京电力所辖高压电缆线路资
产共计798路近2000公里，所辖隧
道总长度1000多公里， 分布在东

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2个区域。
高温高湿的隧道内， 两旁是

架设整齐的电缆线， 从眼前一直
延伸到视力不及的远处。 郭邵柱
和同事对高压电缆线路带电状态
下开展红外测温、 接地电流检测
和负荷检测等工作。 通过专业检
测设备， 检查电缆线路运行是否
正常、 负荷是否过大、 温度是否
存在异常。

每天在井下3-5个小时， 穿
越6公里左右， 每次出井时， 运
维巡检员的衣裤都湿得能拧出
水。 “夏季高温， 用电负荷高，
巡检和维修配合工作 ， 不能马
虎。” 郭邵柱已习惯了这种到夏
季延长工作时间、 加班加点的工
作性质。 通过专业的设备， 这些
数据将通过在线运营监控装置 ，
及时传送至后台， 24小时远程监
测电缆运行数据信息， 及时发现
异常情况并进行现场处理。

夏季电网大负荷启动应急响
应期间， 国网北京电力运维保障
人员按照风险预警差异化运维检
修工作标准， 缩短重点电缆线路
的带电检测工作周期。 针对电网
大负荷期间出现重、 过载电缆线
路， 组织开展特巡保障工作。 截
至目前， 已经完成一轮电力隧道
内部巡视及带电检测工作。

“我供职的小区是市属企业
的职工宿舍区， 都建于上个世纪
50年代到90年代 ， 基础环境落
后， 管路设施失修。 参加此次智
能楼宇管理员的培训让我大开眼
界。”近日，通州区人力社保局、北
苑办事处社保所和北京电子信息
技师学院联合为在职人员举办了
一次免费培训班 ，60多名学员完
成了理论和实操课程，顺利结业。

本次培训中详细介绍了智能
楼宇各系统的基础知识和相关设
备使用常识 ， 包括视频监控系
统、 门禁系统和机动车进出管理
系统等各项现代楼宇的管理系

统 。 参加培训的王先生告诉记
者 ， 对比他目前所在的老旧小
区， 这样的学习很有必要， “随
着社会的发展， 技能也需要与时
俱进。”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
略布局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步
伐的加快， 大批建设项目落户通
州 ， 由 此 对 高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和储备方面带 来 了 新要求 。 为
紧跟通州区发展需求， 通州区人
力社保局采取了多种相关措施，
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就
业能力， 做好包括技能人才的培
养及储备。

老字号月饼提早上市
产品首贴追溯二维码

密云分类施策建生态花园城市
拆除违建、 整治占道经营 、

治理 “散乱污” 企业……昨天，
记者从密云区获悉， 截至目前，
该区 “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
动的六大类9小项工作中， 已有8
项工作完成全年计划。 在推进过
程中， 密云区采用分类施策的方
式， 建设生态花园城市， 打造以
“三起来 ” 为标准的美丽乡村 ，
让城乡居民共享优美的居住环
境， 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

超额完成疏解整治任务
北京市密云区政府党组成

员、 副区长方建卿介绍， 截至目
前，密云区上半年“疏解整治促提
升” 共拆除历史存量违建193处、
14.1万平方米； 整治占道经营违
法行为3693件、 无证无照经营行
为278户、“开墙打洞” 违法行为
115户； 疏解一般性制造业11家；
治理“散乱污”企业70家；完成棚
户区改造户协议签订800户；完成
区内5家企业转型升级……

“六大类9小项工作中， 已有
8项工作完成了全年计划， 且完
成比例远远超出全年任务。” 方
建卿介绍， 其中， 整治 “开墙打
洞” 违法行为就完成全年任务的
338%。 目前最后一项关于废品
回收市场的整治工作已全面启
动， 计划在9月底前完成。

“五补”工作建生态花园城市
“在疏解整治的同时，利用新

增空间，加强城市治理，补齐功能
短板， 建设绿树掩映的生态花园

城市。 ”方建卿介绍，其中“五补”
工作即 “补绿”“补菜店”“补停车
场 ”“补文体设施 ”“补齐治理短
板”，获得百姓极高的满意度。

走进一处新补的大型停车
厂， 该停车场总占地面积29000
平方米， 共设138个车位， 还有
263平方米的配套用房， 可供9至
13米长半挂车、 牵引车和汽车起
重机等大型车辆免费停放。 说起
建设初衷， 管理人员许岩介绍，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地， 而停在
这里的大型车辆本来停在密云区
阳光街及附近市场临近街道两
旁。 车辆违规占道经营的乱象让
附近居民怨声载道。”

今年， 密云区采取了新建大
型车辆停车场为车辆“安家”的方
式进行整治，效果显著。最满意的
还要属阳光街附近的居民。 家住
阳光社区的居民贾玉芬说：“现在
好了，没有大车占道，交通视野宽
了，过马路都安心很多。 ”

除补充的大型停车场， 今年
密云区政府开展老旧小区环境
提升和绿荫停车场改造工作，在
全区26个小区内新建绿荫停车位
5081个， 施划停车位2183个。 同
时，上半年栽植乔木、灌木及花卉
23万平方米的“补绿”工程，新增
30家“五分钟”便民菜店的“补菜
店”工程等，获一片点赞之声。

“三起来”标准打造美丽乡村
方建卿介绍， 为提升农村环

境水平 ， 密云区委 、 区政府将
2017年至2019年确定为农村环境

建设年，自2017年起，将利用三年
时间，坚持高标准建设、精细化管
理，推进农村环境建设，全面提升
农村环境整体水平， 实现农村环
境“三起来”，即街巷畅起来、村庄
亮起来、环境美起来。

密云浅山区的西邵渠村北
侧 ， 一处十亩池塘处 ， 回廊桥
亭 ， 芦苇翠竹 ， 远有山近有水
……西邵渠村党支部书记赵青山
介绍， 原来这里是一片废弃的坑
塘， 由于地势低， 垃圾、 污水全
都聚集在这里， 坑塘周边私搭乱
建的现象非常严重。 为了改善村
民居住环境 ， 让乡村环境美起
来， 今年3月起， 赵青山带领村
民彻底整治这一坑塘， 拆违建、
平路面， 在老坑塘周边栽植了整
齐的绿植， 建起了观光桥和避暑
凉亭，如今，这里成了村里的第一
个水上公园。 “以前，这里几乎就
是个垃圾存放点。一到夏天，臭气
熏天，村民都躲着走。 ”村民冯德
良指着眼前的“水上公园”说，“看
现在环境多好，我每天来遛弯。 ”

西邵渠村的环境美起来， 只
是密云乡村变化的一个缩影。 据
统计 ， 目前 ， 密云区26个试点
村， 已清理乱堆乱放22.5万平方
米， 完成全年任务的90.3%， 拆
除私搭乱建10.5万平方米， 完成
全年任务的91.4%。

方建卿介绍， 接下来， 密云
将统筹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 打
造 “山区绿屏、 平原绿网、 城市
绿景、 绿满密云” 的城市森林和
绿化格局， 形成密云独有特色。

让城乡居民共享优美居住环境

北京电力保障高温大负荷供电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