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迁环卫工儿子遇车祸 全家生活陷入困境

□本报记者 边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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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盛丽/文 赵思远/摄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摄

本市出租汽车排放情况有明显改善

□本报记者 邱勇

近日， 在江苏省宿迁市钟吾
医院骨科病房内， 北京环卫集团
工会副主席王京平带着来自集团
总部的5万元 “京环温暖” 基金
和2万余元捐款， 经过近千公里
长途跋涉， 送到集团旗下京宿环
境服务有限公司道路保洁员杨甫
的手中。 50岁的杨甫接过善款，
再也忍不住眼中感动的泪水……
原来她26岁的儿子在上班途中，
不幸遭遇车祸， 截去右下肢， 一
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 关键时
刻， 杨甫的1200多名同事站了出
来， 自发捐款28876元 。 更让杨
甫没想到的是， 在北京总部的同
事们也惦记着她。

环卫工家庭遭遇飞来横祸
8月9日清晨， 宿迁市南外环

路与富康路交叉口发生一起严重
的交通事故， 杨甫唯一的儿子在
车祸中痛失右下肢。 飞来横祸给
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高
额的医药费更是雪上加霜， 一家
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事情发生后， 京宿环境公司
的1200多名职工率先行动起来，
在较短的时间内筹集了28876元
善款送到杨甫的手中。 环卫工家
人遭遇车祸的消息传到北京后，
为帮这个家庭渡过难关， 北京环
卫集团率先在总部机关发起了
“为宿迁公司职工杨甫捐款的倡
议”， 并收到来自集团总部及旗
下北京环境公司总部130余名职
工捐献的2万余元善款。

暖心的“京环温暖”专项基金
与此同时， 北京环卫集团新

成立的 “京环温暖” 专项基金也

正式启用。 王京平介绍， 根据国
家及北京市对基金管理的特定要
求， 环卫集团于今年4月由工会
经费结余中拿出100万元， 纳入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 设立了北京
环卫集团 “京环温暖 ” 专项基
金， 主要用于集团京内外职工及
其家属因重大疾病或意外灾害造
成的家庭生活困难等临时性应急
救助 ， 包含生活帮困 、 教育助
学、 医疗救助、 意外灾害救助等
内容。

杨甫成为首位成功申请救助
的环卫职工。 在多方努力下， 集
团工会成功地为杨甫及其家属申
请了5万元的交通意外救助基金，
这也是交通意外救助项目中的最
高救助金额。

截至目前， 杨甫共收到 “京
环温暖” 专项基金及京环人捐献
的善款共计99076元 ， 一笔笔善
款雪中送炭， 让这个困难家庭重
新振作起来。

“有集团在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忠厚质朴、 踏实认真是公司

领导 、 同事等对杨甫的一致评
价。 虽然她成为北京环卫集团一
员的时间还不长， 但却真切体会
到了集团对每一名普通职工的关
怀， 感受到了全国各地京环人的
关心与帮助。

王京平表示， 今后北京环卫
集团将深入推进 “京环温暖” 专
项基金的发展， 管好用好每一笔
善款， 不辜负广大职工的信任。
“我们要让奋斗在全国30多座城
市的京环职工都感受到企业发展
的成果。”

京宿环境公司负责人陈永刚
也表示， 将来公司也会考虑杨甫
儿子的实际情况， 安排合适的工
作岗位， 以便能持续地帮助这个
家庭。 “我们要通过实际行动让
职工知道 ， 有集团这个大家庭
在，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祁永新是银建一分公司的出
租车司机， 他驾驶的出租车在今
年初更换了三元催化器。“以前车
辆上线年检时不容易通过， 因为
尾气检测这一项有时不合格。 更
换新的三元催化器后， 两年内尾
气一项免检，省下很多时间。 ”

为进一步加大大气污染治理
力度， 落实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
强化措施的要求， 减少机动车排
放污染， 2016年以来， 市政府实
施了出租汽车定期更换三元催化
器的政策。 至今， 已累计为5万
余辆出租汽车更换了使用两年以
上的三元催化器。

据了解， 三元催化器是安装
在汽车排气系统中最重要的机外
净化装置， 它可将汽车尾气排出
的CO、HC和NOx等有害气体通
过氧化和还原作用转变为无害的
二氧化碳、水和氮气，净化汽车尾
气，。一般车辆在使用两年或者行
驶六万公里即需更换， 是保障出
租汽车排放正常达标、 减少本市
机动车排放污染的重要措施。

此次更换三元催化器， 全部
由政府出资， 出租车司机不承担
任何费用。 为确保超期三元催化
器及时更换，环保、交通、公安等

部门， 组织出租汽车运营企业和
三元催化器生产企业、更换网点，
建立了指挥、 协调和维修网点联
动机制，细化了实施计划，将200
多家企业出租车与近百个专用工
位逐一对应，安排到每个网点、每
个驾驶员、每辆车、每个小时等，
各环节都明确了工作内容、 衔接
方式，实现统一部署、合理调度、
问题协调、信息沟通。

“为给司机师傅节省时间，还
发明了很多小工具。 以前人工换
三元催化器需要两个小时， 后来
发明了一个小扳手， 只要三四十

分钟即可更换完毕。 ”市交通委运
管局出租汽车管理处调研员刘继
英介绍，本市共有出租汽车71000
余辆，2016年符合更换条件的有
42000余辆，今年有7900余辆。 从
环保部门监测的数据看， 本市出
租汽车排放情况有明显改善。

无人机 “说” 心里话， “非
遗 ” 文化嘉年华 ， 身着汉服学
“入泮礼” ……9月1日， 各学校
纷纷推出极具创意的开学典礼。

9月1日， 灯市口小学优质教
育资源带无人机小组的学生操控
着悬挂着 “喜迎十九大， 说说心
里话” 条幅的无人机， “空降”
开学典礼现场。 学校从孩子们的
心声中挑选出19个 “小学生最美
心愿”， 作为学生迎接党的十九
大的特殊礼物。

舞狮、 中幡、 川剧变脸、 抖
空竹、 飞叉……分司厅小学优质
教育资源带的学生们一走进校
园， 仿佛进入了一场 “非遗” 文
化嘉年华。 非遗技艺大师不仅展
示了中华传统艺术的魅力， 还与
学生们互动。 资源带还精心挑选
了烙画、 软陶等10门适合小学生
动手操作的非遗项目， 开始新学
期第一课。

和平里第九小学与和平里第
三小学这对深度联盟校带领学生
来到孔庙， 身着汉服， 学习 “入
泮礼” “谢师礼”， 诵读国学经
典 《弟子规》， 并在天坛和地坛，
依托多学科探访世界文化遗产的
实践学习。 50中学分校把第三届

书香文化节的启动式 “搬” 进开
学典礼， 构建 “书香校园”。

安外三条小学开展足球教育
多年， 开学典礼别出心裁地主打
“家” 年华足球游戏节， 邀请一
年级家长和孩子一起， 以家庭为
单位参与夺宝奇兵、 志在必得、
足球战车等足球活动， 感受运动
的乐趣。 史家实验学校来了4个
憨态可掬的 “小龙人”， 它们是
由学校特色课程黏土动画的学生
贡献创意， 全体师生共同参与为
2022年冬奥会设计的吉祥物。 黏
土动画工作室的学生还将大家的
创意编辑成微电影 《小龙人的梦
想》， 开启冬奥梦想。

北京五中教育集团迎来首次
集团开学典礼。集团邀请清华、北
大、 人民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专
家到场，请学者授课，为学生普及
专业的学术知识，培养健全人格。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请来
了有“公交活地图”之称的全国劳
模张鹊鸣讲解公交车上的安全。
听了劳模的讲解， 学校大队长代
表学校大队委员会向全市少先队
员发出倡议， 号召首都每一名少
先队员都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养
成良好习惯。

9月1日， 市医管局和通州区
委联合举办的“党建引领，相约守
护进通州”活动正式启动，全市21
家市属医院的百余个党支部千余
名医务工作者， 走进通州区的村
镇、社区、工地、学校、机关、企业，
为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者义诊。

在7月到10月活动举办期间，
21家市属医院党委对接通州区15
个乡镇街道， 全面开展 “六进”
义诊及宣教活动， 为副中心建设
者送健康。 据悉， 2013年以来，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已经连续5年
大规模开展 “相约守护” 互换体

验季活动， 把群众请进来， 让医
生走出去 。 2017年的 “相约守
护” 活动中， 617名各界代表走
进21家医院进行了医务体验。

市医院管理局局长于鲁明表
示， 在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安贞
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 北京妇
产医院、 北京胸科医院等直接参
与通州医疗建设的项目上， 未来
将继续坚持高起点、 高标准、 高
水平规划。 相约守护进通州活动
是党建在推进疏解非首都功能、
加强城市副中心建设等战略中发
挥保障作用的重要举措。

近日， 市残联会同市教委、
市人力社保局联合开展的2017年
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助力计划正式
启动 ， 将为残疾人大学生提供
“一对一” 个别化结对辅导， 实
现 “一人一策， 一户一案”。

据了解 ， 2014年至2016年 ，
该计划已为480余名残疾人大学
生实现就业， 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0%以上。

2017年北京市共有应届残疾
人毕业生155人， 为实现残疾人

大学生全部就业， 本市将继续开
展残疾人大学生助力计划， 通过
创业政策、 法律维权、 社会认知
讲座、 面试大赛、 实习或见习岗
位推介会等一系列团体辅导活
动， 为每名残疾人大学生建立精
细化服务档案， 提供个体职业指
导。 同时， 还将开展用人单位雇
主培训， 向用人单位宣传招录残
疾人有关补贴政策和残疾人就业
典型等活动， 促进残疾人大学生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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