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李少希 文/摄

北京公交抢修救援服务中心开展“三位一体”实战演练

8月7日凌晨，屋外的雨一阵
比一阵紧，中建三局北京公司平
赞高速项目经理胡庭云辗转难
眠。暴雨下了好几天，看着这阵
势，胡庭云心里直打鼓，他决定
起床去看看几个防灾隐患点。

凌晨2点，胡庭云刚要出门，
电话铃突然响起：“黄色预警已
经发布，暴雨还将持续，项目上
要做好灾情检测与排查，随时做
好应急抢险准备！”

胡庭云迅速起身钻进暴雨
中。他赶到项目会议室，逐个给
各个岗位的负责人打电话，布置
防灾排查分工：“班子成员马上
到项目会议室集合，各岗位负责
人通知劳务工人提高警惕，注意
防灾，并做好核查统计！”

急促的雨点把雨伞打成了
摆设， 班子成员奔到会议室时，
每个人早已全身湿透。

“隧道口的涵洞有几个小孔
堵塞了，泥水已经漫到了路面！”
班子们刚奔向各隐患点，便传来
了安全员李楠焦急的声音。只身
留在村委会的胡庭云来不及多
想，立即冲到隧道口与李楠一起
搬起砂石堵住注水点，并找来铁
锹和铲子疏通排水管道，然后着
手清理掏出来的淤泥。

泥水漫入情况总算及时得
到控制。大雨还在继续，胡庭云
身上的雨水夹杂着汗水不停地
往下滴，手磨破了皮，腿上也留
下了多处淤青。

凌晨3点半， 巡查完隐患点
的所有人员回到项目办公室汇
总情况，局面不容乐观：“虽然暂
时没有出现大问题，但是刚刚贯
通的微水隧道右线在暴雨冲刷
下存在巨大隐患，必须筑下防洪
堤。” 项目副书记韩光赞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

空气凝固了10秒，胡庭云大
手一挥：“所有人跟我一起去搬
沙包”。当时还是半夜，工人也早
已休息，项目人员只能在夜雨中
徒手搬沙包，14个人的队伍一字
排开，玩起了“接力游戏”。当清
晨6点机器到达现场时， 几乎每
个人的手都磨出了血泡。

清晨7点，防洪堤终于围成。
直到这时，胡庭云才有时间喝上
一口水。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项
目板房。“项目是重点工程，我们
离公司又远， 只能提早防灾、不
等不靠，才能在第一时间减少灾
难损失。”胡庭云表示，我们所有
人一起上，这样的凝聚力连暴雨
也冲不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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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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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外温差一般控制在7
度以内就可以啦。” 居民张女士
听过专家的介绍后说，“回家我
就按照这个标准设置空调温度，
把空调调高一度。”昨天，北京市
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市发展
改革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
商务委、市旅游委、北京电台在
国美电器马甸店举办了“空调调
高一度 畅享绿色生活” 专项行
动走进家电卖场宣传推广活动。

现场通过科学实验、趣味游
戏、环保诵读等形式倡导社会各
单位和广大市民行动起来把空
调调高一度， 践行绿色生活方
式。活动中，来自北京科技大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系副主任、

北京制冷学会理事吴延鹏副教
授讲解了空调节能的科学原理
及节能窍门。现场还设置了国内
首个“人本科技标准化体验实验
室”，按照《室内人体热舒适环境
要求与评价方法》， 分别将空调
温度设置为26℃低风和27℃中
风进行了两次专业试验。

此外，作为本次专项行动宣
传推广活动走进家电卖场的承
办方，国美电器积极响应“空调
调高一度 畅享绿色生活”倡议，
现场承诺： 控制卖场温度。 北
京26家门店空调系统调整冷冻
水出水温度， 相比原设计的25
至26摄氏度， 再提高1度， 控制
室内温度为27至28度。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倡导各单位把“空调调高一度”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柯玉乾 文/摄

十里河地铁站六个出入
口环境大“变样”

地铁十里河站是10号线和14
号线的换乘站， 每天有近10万人
次出入。这里商业建筑林立，人车
流量大。长期以来，地铁口周边占
道经营、非机动车乱停放、环境脏
乱等成为影响交通安全的难题。

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给百姓
出行带来的困扰， 十八里店地区
成立了十里河地铁周边环境专项
治理工作组， 由乡里负责综合协
调，多部门配合，对十里河地铁站
A、B、D、E、H、G六个出入口的非
法营运、非机动车无序停放、机动
车临时占道停车、无照游商、保洁
作业力量薄弱和乱涂乱画乱张贴
等问题进行了专项整治。

为推动治理工作， 十八里店
地区通过“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机制，与城管、交通、公安等部门
联动，开展联合执法，加大了对黑
车、游商等的治理；与环卫作业单
位加强协作，明确责任单位，加大
了环卫作业力度； 并与共享单车
单位建立沟通平台， 加强共享单
车规范停放管理， 加快了地铁站
口积存单车流转。

目前， 十里河站出入口周边
已清理垃圾615立方米，清理粉刷
护栏3600米， 地面硬化铺装1360
平方米，新建绿地600平方米。

“我们已安排专人24小时巡
视、引导、疏导，接下来，将继续加
大十里河站口周边秩序整治力
度，加大对非法运营、游商等秩序
问题的管控， 加强日常管理。”十
八里店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同样作为试点的金台路地铁
站，已由团结湖、六里屯街道及相

关部门在地铁站周边施划了共享
单车停放区， 并发动周边社区志
愿者和早晚高峰在地铁站周边值
守的治安巡防员参与进来， 对过
路行人的停车行为进行监督。在
青年路站，八里庄街道、平房乡及
相关部门通过对清理后绿篱空
地、13处废弃树坑等区域铺装硬
化， 增加了停车空间， 由地铁公
司、 益民市场加强责任区域内环
境卫生的保洁维护。

年内完成辖区全部地铁
口环境提升、整治工作

记者了解到， 朝阳区辖区内
已开通运行地铁线路共13条，分
别为1号线、2号线、5号线、6号线、
7号线、8号线、10号线、13号线、14
号线东段、15号线、八通线、亦庄
线、机场线。共开通站点81个，包
括出入口303个，覆盖39个街乡。

随着轨道交通压力的逐渐增
大， 这些地铁站点出入口周边开
始逐渐出现非机动车 （含共享单
车）无序停放、非法运营、机动车
临时占道停车、无照游商、保洁作

业力量薄弱等各类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朝阳区

在今年7月以“无非法运营、无乱
停放车辆、无违法经营、无垃圾渣
土、无污渍污迹，加强管理力量”
为目标开展治理工作。

“此次专项治理工作由属地
街乡牵头‘吹哨’，各部门报到‘支
招’，共同研究方案，对地铁站口
周边环境进行专项治理”。朝阳区
环境办相关负责人说 ，“我们对
303个地铁站口基本情况进行摸
底排查，建立三级分类台账，为提
高治理效率， 我们第一批选取了
有代表性的十里河站、金台路站、
青年路站3个站点为本次地铁口
治理的试点， 目前试点站口周边
环境整治工作已经完成。”

该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采
取“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属地负
责、社会参与”的方式，指导相关
街乡科学合理编制‘一站一策’地
铁站口治理方案。

81个地铁站303个出入口年内变脸
共享单车有专门的地方停放， 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被护栏隔开， 有专人维护站口秩序，

绿植让人心情舒畅……十里河地铁口环境大 “变样”。 记者了解到， 为彻底解决十里河地
铁口周边存在的占道经营、 非机动车乱停放、 环境脏乱等难题， 十八里店地区试点先行，
对该地铁站六个出入口的环境进行了专项整治。 今年， 朝阳区计划在年内完成辖区内全部
81个地铁站点， 303个出入口的环境提升、 整治工作， 让百姓出行更加方便。

朝阳将完成辖区全部地铁口环境提升、整治工作

“抢修救援服务中心应急演
练现在开始！” 随着一声号令，公
交抢修清障车缓缓驶入演练现
场，对涉水车辆实施拖移救援。这
是北京公交抢修救援服务中心近
日组织开展的集生产调度、 应急
处突、抢修救援“三位一体”的车
辆涉水应急综合实战演练。

上午10点，演练正式开始。一
辆运营车辆在回厂保养途中行驶
至低空桥下时不慎驶入积水中，
车辆地板见水， 发动机熄灭不能
发动，请求救援。调度指挥平台接
到车辆涉水报修后， 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响应并双渠道汇报。 中心
主要领导、主管领导、相关部室、
抢修指挥车、 清障车紧急赶往现
场后， 迅即启动车辆涉水抢修救

援应急预案， 采用清障车绞盘钢
丝绳先将故障车拖出积水区域的
救援方法，最快速度、最大限度的
保证人员和车辆的安全。 主要领

导现场指挥、相关部室维护秩序、
清障车辆迅速作业， 清障车辆靠
近、连接、固定、拖移……整个过
程仅用时14分钟。

14分钟完成“涉水”车辆拖移救援 “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走进家电卖场

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

暴雨夜14人“接力”筑起防洪堤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平赞高速项目7小时抢险防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