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崔欣 文/摄

近日， 北京华信医院心外科
病房格外 “热闹”。 来自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的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正在接受医
院心外科专家的进一步检查， 以
便确定最佳的手术时间。

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医药
卫生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由医卫会发起的健康边疆行
活动， 旨在救助老少边穷地区的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和唇腭裂患
者。 至今，该活动已开展11年，累
计筛查疑似患儿超过3000名，并
通过手术治愈550余名先心病患
儿，近350名唇腭裂患者。

“此次到罗甸县的筛查， 就
是在农工党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
支部和罗甸县支部的多方联络
下， 邀请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的心外科专家到该县进行义诊筛
查。” 专家们共对50余名疑似患
儿进行了义诊筛查。 其中复诊患
儿24名， 确诊11名儿童患有先天
性心脏病， 将分批到清华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顺

义区恒善博远儿童关爱中心还将
对来京治疗的患儿家庭给予1000
元交通资助。 中心还承诺， 未来
三年通过健康边疆行筛查的先心
病患儿到京接受治疗的， 每个家
庭都将给予交通补贴。”

罗甸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
为更好实施精准扶贫、健康扶贫，
农工党罗甸支部连续三年通过农
工党八里庄支部邀请健康边疆行
组委会派出专家到该县进行义诊
筛查。 为建立长效的健康扶贫机
制，减轻患儿家庭负担，经中华民
族团结进步协会医药卫生发展工
作委员会和农工党八里庄支部牵
线搭桥， 北京华信医院与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签
署了儿童先心病绿色转诊协议。

未来三年， 罗甸的先心病患
儿将凭罗甸相关单位出具的就医
证明， 优先到华信医院心外科就
诊治疗，治疗费用由农合报销后，
需要患儿家长承担的部分再由医
院申请慈善救助基金给予补贴、
报销。

“大妈， 您家有电动自行车
吗？ 您知道电池充电时间过长会
引发蓄电池爆燃火灾事故吗 ？”
“后排的女士， 你经常在手机充
电的情况下玩网游吗？ 你知道手
机电池会过热， 爆炸造成人身伤
害吗？” 9月11日， 公交保修三厂
培训中心内， 来自核桃园社区和
辖区内6家重点单位的百余名居
民和企业员工接受消防培训。

西城区安监部门的专职教

员， 就当前夏末秋初消防安全防
控工作， 初期火灾的扑救、 电气
火灾隐患的防范等进行了指导。
辖区企业和居民开展了消防知识
竞赛答题活动。

随后， 专业消防官兵表演了
“一人两盘水带连接操法”， 讲解
了如何快而准完成水带准备工
作， 教授居民如何使用干粉灭火
器。 各企业的兼职消防员依照讲
解进行实操， 消防官兵教员进行

点评， 帮助其提高扑救初期火灾
过程中的协同作战能力和综合救
援能力。

据悉， 为深入推进社区与企
业消防 “联勤联训” 工作， 开展
秋季消防工作， 西城区核桃园社
区党组织、 公交保修三厂党委以
及周边东兴楼饭庄、 公交物业等
党组织联合对辖区重点单位及社
区居民开展了 “联勤联训” 消防
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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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9月10日教师节， 中建二局
北京分公司 “导师带徒” 活动在
各建筑工地陆续启动， 共有150
余名刚刚毕业的新员工在工地上
找到自己的导师， 并签订 《导师
带徒协议》。

活动上， 还设置谢师敬茶环
节， 师徒进行创意风采展示， 以
“语、 数、 外、 史、 地、 政、 物、
化、 生” 9门功课为线索， 分享
了师徒故事和优秀经验。

刘兴瑞是中建二局北京分公
司北京新机场公租房项目质检工
程师， 他认为， “英语课” 一直
“没下课”。 GB、 DB、 JGJ……在
外人看来， 这些好像密码一样的
英文缩写， 是他每天都要打交道
的建筑工程技术国家标准、 地方
标准和建筑行业标准。

各类标准易混淆， 刘兴瑞就
把重要知识点都记在口袋大小的
小卡片上， 送给徒弟， 每天早晨
定时抽查。 对此， 他的徒弟王付
乐说： “好像回到高中早自习英
语默写的时光， 虽说天天英文缩
写不离口， 但有了师父的监督，
各类规范so easy！”

石荣是第八项目部经理、 党
支部书记， 在他眼里， 学好 “政
治课” 是工作的关键。 “党员就
要时时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石荣带头成立党员创新工作室，
以党建引领施工生产， 荣获北京

市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等荣誉。
石荣的做法也影响着徒弟李鹿
宁， 鹿宁仅用一年时间就从技术
员成长为项目技术部副经理， 同
时， 积极参加项目 “党员星火先
锋行动 ” “党员先锋结对子 ”
“党员责任区竞赛” “党建创客
空间” 等活动， 将党建 “红力”
不断传递下去。

张志强是中建二局北京分公
司北京万科青龙湖项目生产经
理， 他时常教导作为测量员的徒
弟王子鑫， 工地就是一堂 “地理
课”， 要利用好自己手中的 “武
器” ———全站仪、 水准仪、 经纬
仪……用双脚丈量工地， 精准测
量， 对自己经手的每一份测量报
告负责 。 对此 ， 王子鑫表示 ：
“师父要求的精准负责的态度不
仅可以应用到工作， 同样应用到
自己的人生， 自己也要测好人生
标高， 找准发展定点。”

导师带徒旨在帮助新员工快
速完成从 “学生” 到 “职场人”
的角色转变 ， 适应岗位职能要
求， 迅速融入工作团队。 师徒根
据工作岗位要求， 采取双向选择
机制， 分公司每半年就培养情况
进行考核评估。 中建二局北京分
公司自2005年成立起 ， 即开展
“导师带徒” 活动， 至今已坚持
13年， 过程中发现、 锻炼、 培养
了大批的青年人才， 为工程建设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本报记者 马超

开通334条线路定制公交服务创新品牌

□本报记者 张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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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交首开全国 “多样化
公交”服务先河，从2013年率先推
出定制公交平台。五年来，已形成
集商务班车、快速直达专线、节假
日专线、休闲旅游专线、就医专线
等多个服务品种于一体， 开通了
334条线路的定制公交服务创新
品牌。 据统计，已累计运送1723.3
万人次， 基本覆盖北京市主要的
大型居住区、工作地和枢纽站，为
乘客提供多样化、差异化、品质化
的公共出行服务。

334条多样线路丰富线网

2011年， 京通快速路施划公
交专用道， 成为我国第一条施划
于城市快速路的公交专用道。 与
此同时， 北京公交集团开始了对
多样化公交的思考和探索。 2011
年4月， 北京公交集团联合昌平
区交通局， 在天通苑、 回龙观两
大社区网推出了预订专座的社区
通勤快车服务， 通过社区网站组
织征集乘客需求， 由公交公司提
供相应的运营服务， 4条线路受
到了两大社区乘客的认可。 社区
通勤快车的有益探索， 为定制公
交的推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随着京藏高速 、 京港澳高
速、 三环路公交专用道启用， 公
交通勤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途经
专用道全程的公交线路平均提速
41.9%至123.4%， 全市公交专用
道已达907公里。 市民早晚高峰
通勤时间显著缩短。 公交集团依
托公交专用道的保障条件， 根据
公交网站乘客需求数据、 IC卡数
据和乘客建议， 于2013年7月推
出了定制公交平台。

集约化运输满足个性需求

陈女士家住朝阳区远洋一
方， 工作单位位于东单， 通勤主
要走京通快速路和长安街。 “遇
到堵车是常有的事儿 ， 迟到不
说 ， 心情也很受影响 。” 她说 ，
2013年底， 家门口开通了商务班
车线路，其中“管庄到金融街线”
正好经停东单。 商务班车线路使
用公交车道， 路上用时有保障 ，
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她的难题。

五年来， 乘客们也跟司机都
成为了朋友。 向司机反馈增设线
路、 增加车次的建议， 都一一实

现 。 五年里 ， 陈女士所乘坐的
“管庄至金融街线”也从最初的一
个班次增加到如今的三个班次。

2013年工作人员接到李女士
的咨询电话， 表示自己所在的旗
胜家园小区有很多居民有定制乘
坐商务班车的需求， 并且在出行
时间和到达地点上能够达成统
一 。 工作人员来到旗胜家园小
区， 对班车的走向、 站位设置等
情况进行踏勘， 设计出 “旗胜家
园小区至志新桥北” 线路， 形成
了商务班车的首个团购定制。 从
踏勘到确定开通， 前后仅用了一
周时间 ， 并且起终点 、 开通日
期、 到发时间、 行车路线都与乘
客面对面商定， 充分体现了 “量
身定制” 的特色。

商务班车是多样化公交率先
推出的服务项目， 乘客通过定制
公交平台提出出行需求， 公交集
团按需设计商务班车， 并在定制
公交平台上招募乘客、预订座位、
在线支付， 根据约定的时间、地
点、 方向开行。 商务班车可以走
公交专用道， 具备优先通行的优
势； 采用一人一座、 一站直达、
优质优价的服务方式； 使用配备
空调软座和车载WIFI的公交车。

多路专线丰富定制服务

继推出商务班车和快速直达
专线后， 联合集团公司旗下的北
京旅游集散中心于2015年9月通
过定制公交平台推出了休闲旅游
专线板块。 2016年3月， 集团推
出节假日专线多样化公交服务。
2016年春运和 “五一” 返京高峰
期间， 集团还试点开行两条高铁
专线线路。

2016年9月， 公交集团突破
道路条件的限制， 率先开行儿研
所专线， 采用机动性更强的6米
级中巴车型 ， 打通了首都儿研
所、 地铁建国门站和朝阳门站之
间的接驳微循环 。 2017年3月 ，
又开通了妇产医院东院专线。

2017年7月， 定制公交平台
推出了集体出行新服务板块， 为
企业提供专业的一站式出行解决
方案， 满足企业员工集约化出行
的需求。 2017年10月， 首条高铁
专线动态线路上线试运营。 运用
“互联网+” 技术手段 ， 动态响
应乘客需求， 实时生成动态线路

和途经站点， 实现用集约化运输
模式满足个性化的出行需求。

“互联网+”升级强化预
订平台

定制公交商务班车， 是通过
互联网平台， 聚合乘客需求， 将
线上乘客需求和线下公交服务有
机结合起来。 2013年9月定制公
交电子商务平台正式运行， 商务
班车板块同时上线。 随着平台品
种不断丰富， 多样化公交业务不
断拓展与延伸， 网站聚集了超高
的人气， 注册人数不断增加， 用
户黏性不断提高。 目前， 累计注
册用户达7.4万人 ， 累计访问量
高达6538万次。

定制公交平台开行初期， 仅
支持网站预订。 2014年12月，定制
公交手机APP客户端正式上线投
入使用。 2016年9月，依托集团微
信公众号推出多样化公交微信版
（H5页面）。 至此， APP、 网站 、
微信三个端口全部投入使用。

预订功能也随着技术手段的
不断成熟、 模式的不断试验， 得
到了大幅提升。 2015年2月， 商
务班车开通次日余座预订功能，
大大缩短预订时间， 在车辆座位
充足的前提下， 可提前一天预订
商务班车。 2015年5月， 商务班
车开通限行日预订功能， 系统根
据乘客私家车尾号， 自动选取周
期内的车辆限行日期， 一次完成
预订。 8月， 商务班车开通全部
线路的当日余座预订功能， 乘客
可在商务班车有空余座位的情况
下， 当日6点至发车前的10分钟
均可预订当日空余座位， 采取自
助验票方式认证。 至此， 定制公
交平台支持整周期预订、 非整周
期预订、 限行日预订、 次日余座
预订、 当日余座预订5种方式。

据了解， 公交集团与某企业
合作， 预计今年年内推出北京公
交扫码乘车移动支付项目， 多元
化乘客支付方式。 在改善乘客出
行体验的同时， 集团还将计划推
出 “网上预约 、 合乘出行 ” 的
“准门对门” 公交出行服务， 重
点围绕大型居住社区， 提供小区
到单位、 到商业区、 到大型客运
节点的公交线路， 应用智慧公交
和大数据平台绘制出多元复合的
地面公交综合服务网络。

社区企业“联勤联训”学消防安全

150余名建筑新人签订师徒协议
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导师带徒”活动启动

贵州先心病患儿有了绿色救治通道

北京公交“多样化”服务创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