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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大年初二， 嫁出去的女儿要
带着丈夫 、 儿女回娘家拜年 。
“今年这个习俗我是不能遵循
了。” 作为首发集团秋子志愿服
务队的带头人， 方秋子从除夕到
大年初二要和同事们在通往T3
航站楼的高速公路收费站旁设立
“秋子服务台”， 为过往车户提供
免费饮水 、 应急药品 、 维修工
具、 周边道路咨询、 航班信息等
延伸服务。

这也是春运期间， 北京市总
工会在火车站附近的链家站点和
高速服务区内， 设立的21个志愿
服务点中的一个。

除夕是 “秋子服务台” 设立
的首日， 迎着晨光， 记者来到了
机场二高速岗山收费站， 由方秋
子带领的志愿服务队成员走上了
新年的第一班志愿服务台， 这也
是全国劳模方秋子新年在岗的第
14个年头了， 自她2005年参加工
作以来， 从未间断。

高速收费站大部分远离市
区 ， 平时站所的职工们以所为
家， 默默坚守。 自从重大节假日
高速实行免征通行费， 高速路上
的车量成倍增加， 高速职工的工
作量较平时一下子多起来。 做好
车流疏导， 及时处理路上的各种

交通问题， 做好服务， 保障回家
过年的车户道路安全， 成了高速
站所职工春节值班的工作重心。

“这个站点通往T3航站楼，
车流量相较往日基本持平， 但是
大部分车户多是去机场的，所以，
我们的服务重点除了疏导车流
外，更多的是小药箱、出行地图、
航班信息等。 ”方秋子告诉记者。

当记者问起她每年过年都在
岗的感受时， 她觉得最对不起的
就是父母和儿子 。 “儿子6岁 ，
挺懂事的， 上班走的时候， 他都
说妈妈你去上班吧， 我会乖乖听
话。 我也特别想孩子， 想父母，
回去了就想能有多少爱都给他。”

除夕夜， 万家灯火闪耀， 合
家幸福团圆 ， 但对于收费员来
说， 却不得不牺牲和家人团聚的
时间，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保障高
速公路的平安畅通。 对此， 方秋
子坦言： “高速收费员女职工占
多数， 许多同事们已把过年坚守
岗位形成一种习惯 ， 并传承下
去。 看着站在高速出入口处疏导
车辆的高速职工们， 我们的新年
愿望就是情满高速， 福运到家，
让大家回家的路更暖心！”

新春走基层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全国劳模方秋子春节坚守岗位

“让大家回家的路更暖心”

(上接第1版)
据了解，在2019年春运期间，

市人力社保局将联合相关部门，
在火车站、 飞机场和部分长途汽
车站开展春运期间来京人员进出
京流量调查， 及时了解来京劳动
者的进出京数量、 就业意向等基
本情况， 为本市春节后人力资源
市场供求形势分析研判并根据趋
势变化采取针对性就业服务措施
提供数据支撑。

各区还将准确掌握本地区各
类劳动者的就业需求， 做好困难
人员、 低收入农户劳动者等重点
帮扶群体的摸查和信息采集及更
新， 并及时录入北京市人力资源
市场信息系统职业介绍服务子系
统； 主动走访辖区内有用人需求
的各类单位， 采集用人单位的招
聘需求、用工计划等信息，为劳动
者和用人单位提供有效对接。

开展系列宣传和招聘活动
四部门要求，活动期间，各区

要依托“就业超市”综合服务平台
（www.bjrbj.gov.cn/jycy/jycs/in鄄
dex.html） 等传播渠道和工具，宣
传“春风行动”期间的活动安排、
进展情况和重要举措。 要主动公
布政策清单、服务清单，同时积极
引导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
与，帮助服务对象知晓政策、接受
服务。要结合稳就业等工作要求，
在节前节后做好政策宣传、 返岗
引导、接收返城务工人员等工作。

各区创新现场招聘模式，设
立求职登记、 职业指导等专门服
务台，提供“面对面”咨询和服务。
利用赶集日、流动市场等，组织开
展小型精品专场招聘会； 结合本
地区低收入农户劳动者的就业需
求，依托城乡“手拉手”就业协作
专项活动等，开展紧贴需求、各具
特点的招聘服务活动。 通过各类

招聘服务活动， 把就业服务送到
劳动者的身边和手中， 以职住平
衡为导向， 以 “一刻钟社区服务
圈”内有用人需求的单位为重点，
促进其就地就近稳定就业。

同时， 市人力社保局在活动
期间将联合有关区人力社保局继
续开展“百姓就业”进社区、进乡
村、 进企业等系列宣传及招聘服
务活动。 各区还将依托 “就业超
市”，发布个人求职、单位招聘、职
业培训、 创业指导等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信息；通过“就业超市”
等线上服务，开展精准招聘、就业
指导、用人指导等服务。

实施更有力对口帮扶措施
四部门要求， 各区将结合区

域功能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精准扶贫、对口支援等要求，在为
本地区低收入农户劳动者开展精
准就业帮扶的同时， 聚焦提高对
口帮扶地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劳务组织化程度， 实施更有力的
对口帮扶措施。

强化各区帮扶责任， 做好在
京就业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帮
扶工作，进一步核实“全国农村贫
困劳动力就业信息平台” 中的相
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个人信
息，了解其就业需求，按照以常住
地为主、 常住地与援助地联合服
务的原则，明确服务专员，开展精
准化精细化就业帮扶， 并将帮扶
情况及时录入业务系统。

各区还将与受援地进一步夯
实信息共享核查机制， 推动受援
地摸清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的就
业意向、技能水平、培训需求、期
望薪酬水平等基本就业信息，形
成精准到人的“岗位需求清单”。

对有外出就业意愿的， 将根
据“岗位需求清单”，按照“一人一
策”要求，提供精细化职业指导、

职业能力测评等服务； 对具备上
岗条件的， 组织有关用人单位开
展针对性强的跨区域精准招聘洽
谈活动； 对有就近就地就业意愿
的， 结合受援地产业发展及工作
岗位特点， 协助受援地公共就业
服务部门开展就业创业指导、职
业能力测评、职业介绍等服务。

严查发布虚假职业信息
四部门还要求， 创业服务机

构强化创业服务和创业培训，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 及时为有创业
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政策咨询、
开业指导等服务； 引导创业孵化
基地、创业服务园区等，为有创业
意愿的服务对象提供创业服务；
通过帮助解决融资、 用人等实际
问题，扶持更多劳动者创新创业。
对具备返乡就业创业条件的，结
合其意愿，引导其返乡就业创业。

统筹培训资源， 动员各类培
训机构以提高培训效果和质量为
目标， 积极引导劳动者参加各类
职业技能培训， 强化实际操作技
能训练和职业素质培训， 开展技
能精准帮扶。对符合条件的，按照
有关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

此外，活动期间，各级劳动监
察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开展
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
行动，遏制非法劳务市场的形成，
打击职业介绍领域的违法违规活
动， 坚决取缔非法人力资源服务
中介组织， 严厉查处发布虚假职
业信息的行为， 依法规范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的中介行为。

各区将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优化维权路径， 引导其理性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对用人单位加强
用工指导， 引导督促其遵守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做实“签合同、保
工资、上保险”等保障务工人员权
益的前置条件。

2月3日， 在阵阵锣鼓声中，
东城区东四街道第11届 “春燕
归来落东四 金猪纳福报春来 ”
主题 “报春 ” 活动在东四胡
同博物馆开展， 社区居民、 外
国友人、 小朋友等共计150余人
参加。

领导们与居民代表等一同
贴 “福” 字， 并推开春天的大
门， 小朋友们手提鸟笼， “春
官、 春吏” 喊着 “春来了， 春
到了”， 从博物馆的垂花门中走
出， 与大家一起聆听京味民俗
画家杨信介绍 “报春” 的由来。

今年 “报春” 活动不仅延
长了路线 ， 设置了四个站点 ，
除了博物馆外， 还在花友汇创
意空间、 七条养老驿站和八条
社区居委会分别设置了不同的
活动， 各社区还将进行 “报春”
接力。

报春队伍中的居民们来到
花友汇创意空间， 领取来自东
城区书法协会老师写的春联 。
社区居委会还为养老驿站的老
人们送去寿桃。 “在养老驿站
过年， 我很开心， 热心的街坊
邻居还惦记着我们 ， 谢谢大
家！” 一位老人说。

东四街道工委书记荀连忠
表示 ， 东四的 “报春” 活动从
2009年恢复以来已走过10个年
头 ， 让中断了98年的北京 “报
春” 声重新在东四这个承载 着
700多 年 历 史 文 化 的 胡 同 里
传出 。

据介绍， 活动开始前 ， 主
办方还以 “猪年报春怎么玩”
为主题 ， 在东四社区 报 、 微
博 、 微信公众号上发出邀请，
征集 “报春” 的金点子， 吸引
居民参与。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老胡同响起报春声

□本报记者 周美玉

2月9日， 13号线末班车结
束运营后， 13号线西段龙泽至
西直门间各站均关闭出入口
和换乘通道栅栏门 ， 安装临
时标志提醒 旅 客 ： 13号 线 西
段即将开始为期7天的停运拨
线工程。

昨天零点， 13号线改线工
程正式进入施工阶段 。 路基 、
轨道、 四电、 站房等施工单位
到达指定地点， 集结完毕， 进
行施工前的安全教育和现场技
术交底。 今后， 既有13号线上
地站至西二旗站区间新增设清
河站 ， 与京张高铁并场设置 ，
构成清河站综合交通枢纽。

零时30分， 500名施工人员
快速有序按照预定路线进入施
工现场， 锯轨、 拆扣件、 扒道
砟、 拆电缆、 拆除钢轨及轨枕、
移除轨道电路设备。

“各单位准备就绪， 13号线
清河站改线工程正式开工！” 零
时38分， 随着各施工单位准备
就绪， 13号线改线工程副总指
挥刘天正通过手持电台下达了
开工的命令。

6台挖掘机、 4台铲车、 4台
吊车纷纷上阵， 按照计划他们
要在7小时完成新建段南北两端
既有线设备拆除， 移交路基施
工单位开始土方开挖。 24小时，
拨接段南北两端轨道完成拨线。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第二项目管理中心系
统设备部副部长梁海英介绍 ，
轨道拨接是指轨道线路位置发
生变化的改造工程， 将原位置
轨道线路转入新位置 。 未来 ，
清河站内将实现京张高铁与地
铁13号线换乘， 旅客下了火车
不用出站就能坐地铁 ， 无缝衔
接、 非常方便。 但要实现这一
目标， 就要将现有的地铁13号
线的轨道接入清河站。

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清河站位于海淀区清河镇， 原
京包铁路清河站的站址处。 此
前， 中国铁路总公司与北京市
人民政府联合批复， 明确了清
河站13号线车站与国铁车场并
场布置方案， 在既有13号线上
地站至西二旗站区间新增设清
河站， 与京张高铁清河站并场
设置。 今后， 13号线、 昌平线
南延、 19号线支线3条地铁线及
京张高铁将与周边交通设施组
成清河综合交通枢纽。

13号线清河站建设分两个
阶段。 首阶段配合京张高铁改
线， 完成区间设备设施安装调
试， 实现13号线在清河站过站
不停车运行。 第二阶段待13号
线清河站站内通信、 信号、 供
电、 站台门、 售检票等设备安
装调试完毕后投入使用。

地铁13号线部分区段停运7天改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