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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西府大院、新机场项目整治后有改观，市住建委———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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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付强/文 通讯员 蔡娟/摄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于兰

残疾乘客为地铁职工点赞

施工扬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彭程/摄

怀柔前茶坞村民年内用上天然气

昨天， 市住建委执法人员
对泰禾西府大院、 北京新机场
（飞行区 ） 两个需要整改的项
目进行复查。 检查后发现， 两
个施工项目加强扬尘治理， 现
场整改后有了很大的改观。

泰禾西府大院项目：
不到一个月焕然一新

在丰台区西三环附近的泰
禾西府大院项目工地， 现场所
有裸露土方已被防尘网覆盖 ，
除尘雾炮正在喷洒水汽进行除
尘。 门口进出车辆也停在洗轮
车旁先清洗冲刷， 所有道路都
进行划线标识，道边进行绿化。
在料堆放区， 所有材料按规范
要求码放整齐，标识清晰。

这和20多天前相比可以说
是焕然一新 。 8月11日 ， 市住
建委到项目突击检查 。 当天 ，
发现该工程施工现场门前附近
未及时清扫、 地库上堆放的裸
露土方局部未覆盖、 建筑垃圾
露天堆放未及时清运且未设置
封闭式垃圾站等扬尘治理不达
标问题。 发现问题后， 检查组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 暂停施工
方中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在北
京建筑市场投标资格30天， 并
在全市通报批评。

项目负责人介绍， 突击检
查后， 项目除了对现场所有裸
露土方进行整体覆盖， 还安排
专人对现场所有道路及场区内
进行清扫、 洒水降尘。 新进场
六台除尘雾炮用于除尘降尘工
作， 同时紧急建设完成北侧生
活区， 将所有施工人员统一调
配入住， 将施工区内原临时宿
舍全部拆除。

北京新机场（飞行区）项目：
一周内整改达标

道路洒水降尘、 密目网覆
盖、 钢筋棚出口道路完成硬化
……北京新机场 （飞行区）5标
段工程建设现场整体有了较大
改观，达到了施工环境要求。

7月14日， 市住建委在对北
京新机场 （飞行区） 所有项目
进行专项检查时发现， 该项目
5标段工程主要道路未及时洒
水降尘、 违规使用不达标渣土
运输车辆等问题， 施工现场扬
尘治理不达标， 且情节特别严
重。 对此， 检查组依法暂停北
京中航空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在北京建筑市场投标资格 60
天， 并在全市进行通报批评。

京中航空港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 公司成
立扬尘治理领导小组， 研究落
实整改工作，一周内整改达标。
“对施工现场内未硬化的道路
及时采取硬化措施， 因临时施

工需要没有硬化的地方用绿色
密目网进行覆盖。 此外，成立道
路清扫队伍， 对现场施工主道
路及连接道路进行道路清扫及
洒水降尘， 并严格控制施工道
路车速。 ”

市住建委：
扬尘治理 绝不姑息

昨天， 市住建委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现
场扬尘治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
要求全市新开工的房屋建筑及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
100％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对冬
奥会 、 新机场 、 城市副中心 、
CBD等重点工程实施专人负责
制度， 其他重点工程由区住建
委实施专人负责制度； 每月各
区住建委会同区环保、 区城管
等相关执法部门组织开展专项
联合执法检查 （包括夜查）。

下一步将加大检查力度 ，
对扬尘治理违法违规行为 ，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昨天， 在怀柔区桥梓镇前
茶坞村，村民刘淑清拧动开关，
“啪 ”的一声响 ，淡蓝色的火苗
在燃气灶台上跳动起来。 这也
标志着前茶坞村农村煤改气工
程已具备通气点火条件， 今年
村内549户村民也将最先使用
上清洁高效的天然气。

村民刘淑清兴奋地炒起了
菜，直言火苗很旺，再也不用担
心“断气”。 以前使用液化气罐，
3个月就要换一次，气罐站距家
里十几里地， 每次换气他都要
骑着自行车把罐子拉回来。 “用
上燃气，既方便又环保。 ”

燃气集团工会主席阴钰光
说 ： “工会投入了重要力量 ，
除了发动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推
进煤改气相关工作以外， 还结
合本次会战开展 ‘比工期、 比
速度、 比质量、 比服务’ 的专
项劳动竞赛， 引领职工完成农
村煤改气任务。”

当天不到早晨九点， 燃气
集团怀柔有限公司的职工们就
在村里梅海戏楼前的露天广场
上准备好各种普及安全用气知
识的宣传页和小礼品， 为村民
进行耐心解答。 村民也排起长

队领取燃气安全用户手册等。
“村民更关心燃气使用费

用、分户问题，但他们刚开始接
触燃气， 所以安全知识的宣传
非常重要。 ”燃气集团怀柔有限
公司总经理段卫东介绍， 今年
公司承担了区域 10个村总计
4300余户的清洁能源改造任务，
项目覆盖了三个乡镇， 其中汤
河口镇的东帽湾和东湾子村 ，
燃气管线无法敷设 ， 均采用
LNG方式供气。 “今年的‘煤改
气’工程面广、量大、点位多、施
工难度大。 在怀柔区政府和燃

气集团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按
照‘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早
完工’的工作原则，落实属地责
任，举公司全力，以超常规的状
态全面推进各项工作， 确保今
年的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让蓝
天保持下去。 ”

“今天我们可不是乘坐地铁
来找你们帮忙的， 是为了给你们
送锦旗、 感谢信而来！” 9月4日
工作日的早高峰， 郭亚萍等四位
大姐坐着轮椅来到地铁1号线苹
果园站。 车站值班站长周博赶忙
迎上去说：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
的， 每一位地铁人都会为您们提
供服务的！”

原来， 郭亚萍等四位大姐常
年乘坐地铁， 车站员工的贴心服
务和照顾， 让她们真切感受到不
便人士的便捷出行。 感谢信的字
里行间中也流露出四位大姐的真
情： “你们每次的迎来送往都让
我们记忆犹新， 汗水从你们的脸
上滚落 ， 后背的衣衫被汗水浸
湿。 为了我们， 有时会受到乘客

的不理解甚至谩骂， 但是你们并
没有嫌弃我们， 反而几年如一日
的照顾， 让我们深受感动！ 是你
们的鼓励， 让我们和健全人一样
乘坐地铁外出参加各种活动和学
习， 也能随时看到祖国一天天的
发展与壮大， 能和健全人一样融
入和参与到社会活动中， 我们为
地铁员工点赞！”

据悉，2016年首本《北京地铁
无障碍出行手册》正式发布，随着
地铁无障碍设施的完善和地铁工
作人员的努力，“轮椅族” 和行动
不便人士可以通过地铁顺利完成
各项社会活动。今年暑运，苹果园
站区共服务了270余人次行动不
便的乘客， 为乘客营造安全、便
捷、和谐的乘车环境。

铲除小广告、 打扫卫生……
不久前， 在德外大街乙12号院的
聚力德胜党建促进中心， 30名身
着统一服装的工会志愿者干得热
火朝天。 为了培养地区职工自觉
维护地区环境的良好习惯， 西城
区德胜街道总工会积极发动企业
和广大职工， 参与地区环境整治
活动， 这便是活动之一。

此前 ， 街道总工会在工会
QQ群上发出了相关活动倡议
后， 辖区企业众之望公司的郑国
军马上报名要带3人参加， “这
么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要参加，
用实际行动治理好我们身边的环
境。” 百丽公司也派出了10名员
工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

当天， 职工志愿者们来到社
区， 拿着铁锹、 扫把和小铲等工
具， 将社区绿化带里的生活垃

圾和杂草杂物、 小区居民楼内、
外墙上的小广告清理得干干净
净， 还针对小区内、 街巷胡同、
单位内部存在的机动车乱停乱
放、 “僵尸车” 等， 协调交通等
部门进行清移， 以便消除消防安
全隐患。

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
表示， 地区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
是一项惠民工作， 环境整治可全
面提升地区环境品质， 街道利用
“开墙打洞” 治理后的空地， 建
成了 “德文化” 墙， 作为德胜精
神文明的展示 “窗口”， 让生活
和工作在德胜的人们， 都能感受
到地区的厚重历史、 人文情怀和
责任使命。 同时， 也让广大职工
从中提升文明素质 ， 积极成为
“德文化” 的践行者、 参与者和
推动者。

“咱们来比一比哪组模特创意更精彩！” 近日，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
总工会、 办事处共青团委等组织60余名单身青年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
公园联谊， 通过 “妙手扮靓” “真情告白” 环节， 青年职工纷纷登台
表达对真挚爱情的渴望。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摄影报道

60名青年职工西山觅良缘

德胜地区职工街头大扫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