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北京京再再行行动动
优优化化营营商商环环境境

近日，北京房山区鸿达助康
中心邀请市交通宣讲团，为中心
的老师和孩子开展了一场互动、
交流、学习活动，这也是该中心
首次为中心的孩子举办的活动。

活动中，交通宣讲团的宣讲
员，来自首发集团的全国劳模方
秋子、公交集团的全国劳模张鹊
鸣、北方出租的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王建生，分别宣讲了各
自扎根平凡岗位、服务百姓出行
的事迹。宣讲团的精彩宣讲赢得
了在场人员的热烈掌声，随后进
入互动环节。

“这次交流互动活动，是我
们一次大胆的尝试。可能有人会
问‘孩子们能听懂吗？ ’我会告诉
这些有质疑的人，要关注、尊重
这些孩子，相信孩子能懂，他们
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意愿，请
静下心来走进这些 ‘来自星星’
的孩子的世界。 ”鸿达助康中心
主任尤燕兵说，“这次活动也是
中心开展的一次党建活动，通过
活动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和企业
家们以‘手拉手，心连心’的互动
形式，给予这些家庭带来温暖和
力量。 ”

□本报记者 张瞳

交通宣讲团走进房山鸿达助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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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西城区新街口街道以白塔寺
片区、育德前公用片区、西四北片
区为试点， 分别成立对应的街区
物业综合服务中心， 通过优化基
础生活设施应急处置和便民服
务，彻底畅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探索建立“党建引领，政府
主导，物业服务，社区参与”的平
房区服务模式，及时、有效、快速
解决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为了能给平房区居民提供物
业服务，今年3月起，新街口街道
以白塔寺片区、育德前公用片区、
西四北片区为试点，成立了3家街
区物业综合服务中心。据介绍，物
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由社区书记
担任，中心依托地区街巷物业，整
合了国祥党员服务队、 西城区德
外绿化队、新街口房管所、北京环
兴街区清洁服务中心、 垃圾分类
第三方服务公司等力量， 为居民

提供预约上门的便民服务。
今年3月8日， 白塔寺街区物

业服务中心成立。 这个中心的服
务范围涉及39条胡同、 约1万户
居民。 据了解， 两个月内该中心
处理了100多件居民诉求。 诉求
的问题涉及下水堵塞、 共享单车
占道、 私装地锁、 杂物清理、 环
境卫生等。

新街口街道办城市管理办公
室科长朱骅介绍， 各服务单位按
照年初政府购买服务协议， 对公
共区域提供免费服务。 针对居民
的维修家电等便民服务诉求， 物
业收取材料成本费及人工费， 收
费标准相当于市场价的四折。 据
了解， 中心设置24小时服务热线
和办事专员， 专员将全程跟踪投
诉问题处理， 针对办理情况进行
回访。 目前大觉社区也计划成立
街区物业综合服务中心， 届时，

物业服务将覆盖所有平房院落。
据介绍， 下一步， 新街口街

道将结合 “新街口社区通” 的开
发， 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
据手段， 以街区物业综合服务为
线下支撑， 探索形成线上线下多
渠道融合、 全方位全天候服务的
主动型城市服务模式。 还将与市
排水集团、 市自来水公司、 燃气
集团、 市政部门等城市部件管理
单位进行深度合作， 搭建平台，
整合资源， 减少城市部件类案件
的流转环节和重复报修， 提升服
务速度及辖区居民综合满意度。
目前， 新街口街道已与国网北京
城区供电公司在供电报修、 供电
设施设备保护、 供电应急保障服
务三个方面搭建了双向服务共建
平台， 街区物业综合服务中心与
城区供电公司也建立了协同联动
机制。

□本报记者 盛丽

畅通平房区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西城社保出实招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陈绿打造“津沽棒”误差不超2毫米 近日， 为了进一步提升社
保经办工作的效率， 强化为民
服务意识， 西城区社保中心结
合实际工作进行改革， 全面贯
彻落实优化社保经办营商环境。

以前， 参保单位要登陆社
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 必须到
数 字 证 书 部 门 申 领 数 字 证
书 ， 为了减少群众往返次数 ，
该中心及时调整窗口布局， 组
织经办人员就电子营业执照的
申领、 使用流程及方法进行专
题培训。

今年4月， 西城区社保大厅
增设了专门供企业使用的电子
营业执照体验区， 提供两台能
直接上网的电脑 ， 配备专人
“一对一” 指导， 告诉大家如何
使用电子营业执照登陆社会保
险网上服务平台办理业务， 切
实减少了企业申报环节， 缩短
了经办时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

减材料、 少流程， 这是区
社保中心在持续推进优化营商
环境中的重要一环。 为了快捷
解决银行缴费和社保缴费相关
账户问题， 西城区社保中心还
取消了收取参保单位在社保缴
费途径变更和银行缴费信息变
更等业务操作后， 须提交企业
与银行签订的纸介协议等相关
材料。 新开办的企业社保缴费
银行账号， 只需直接通过 “e窗
通” 推送， 不用再登陆社会保
险网上服务平台进行补录， 通
过精简参保群众在办理社保业
务时要提供的材料种类， 切实
做到让群众少跑腿。

□本报记者 任洁

北京保定两校结对促师生互访交流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第二十
二中学获悉， 该校与保定市育
德中学签订互建基地校合作意
向书， 将运用各自的办学资源
及优势， 共同为两校学生提供
多元化的高质量教育服务。

据了解， 两所学校在历史
上颇有渊源： 保定育德中学校
友李维汉、 刘仙洲等人曾是北
京市第二十二中学前身北京市
私立育德中学的董事会成员 ，
著名教育家郝仲青曾先后在两
校担任校长。

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推动下，

两校今年结成友好兄弟学校，通
过互相提供教育资源，促进教育
合作交流，提升办学理念，提高
学校管理能力，培养更多优秀教
师，进而推进两校的发展。今后，
二十二中将定期委派专家、骨干
教师到育德中学送课交流，开展
讲座和培训，育德中学也将定期
委派教师来二十二中参观学习
并送课交流；安排学生互访交流
展示； 共同开展班主任队伍建
设；拓展两校学生的德育实践基
地；探索高效课堂模式等教学共
建交流模式。

“登顶‘津沽棒’，真的有腾云
驾雾的感觉。 ”近日，中铁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
项目职工忙碌地检查着分管的工
作。 “津沽棒”是天津周大福金融
中心前不久征集得来的昵称，谐
音“金箍棒”，有“定海神针”之意。

项目位于天津滨海新区， 总
建筑面积约39万平方米， 高530
米 ， 是集K11商业 、 高档写字
楼、 高端酒店式公寓以及超五星
级瑰丽酒店为一体的综合性超高
层建筑， 本项目为中国第4、 世
界第8高楼。

中铁建工承建本项目电气系
统专业分包工程， 包括高低压配
电子系统，动力照明子系统，等电
位接地子系统，以及配电管理、漏
电火灾报警、 智能疏散和高低压
发电机系统等， 相当于给 “津沽
棒”安装“经脉”。 今年6月30日项
目将完成消防验收，并将于今年9
月30日完成K11管理的地库停车
场，商场，办公楼及酒店功能性建
筑竣工验收。 目前电气工程正处
于第三方检测调试阶段。

支架偏差2毫米即拆除重装

“支架偏差2毫米， 必须拆
除重新安装。” 在桥架支架安装

过程中， 作为分管现场的工程技
术部长包长春说。

发现情况后， 包长春分析了
原因。 随后， 50米长的30组支架
被拆除， 再重新安装。 两天后，
30组支架重新安装好， 包长春再
次检测合格后， 工程才继续下一
步施工。

项目经理方常林告诉记者，
项目职工全都像包长春一样严
苛， 用匠心打造精品工程。 电气
工程有 24.3万米矿物质绝缘电
缆， 进到桥架或者敷设时， 由于
走向问题， 电缆往往不直， 现场
监 督 的 施 工 人 员 就 安 排 项 目
工 人 用橡胶锤一点点敲直 ， 既
保证美观， 又能达到创鲁班奖的
要求。

BIM模型与施工现场一致

头戴安全帽， 身穿黄马甲，
手持 IPAD， 这是中铁建工项目
职工在天津周大福项目施工时的
一个典型形象。

“做每一道工序前， 我们都
会提前用BIM建模型来表现， 再
给工人技术交底做现场施工样
本， 样本验收合格后， 再大面积
施工， 这样避免了返工， 保证了
工程的质量。” 方常林说。

方常林告诉记者， 超高层建
筑的空间狭小导致的机电综合排
布难问题一直是困扰项目的施工
难点 ， 项目为此成立了BIM小
组， 先后吸引6人加入， 建立模
型指导现场施工。 项目BIM团队
日以继夜地工作， 最终完成了所
有103层的平面综合管线排布， 4
个发电机房 、 11个低压变配电
房、 265个强电房的强电专业机
房管线排布模型， 同时配合完成
几百个其他机电专业的机房模型
排布工作。 为现场的机电施工打
好前期的技术保障， 有效地减小
因 管 线 碰 撞 导 致 的 现 场 拆 改
工作。

靠着BIM技术支撑， 2018年
7月-9月， 项目用3个月铺设完近
40万米电缆 ， 约等于10个马拉
松。 同期， 还铺设完毕了200万
米电线， 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
距离。 另外还安装了配电箱2339
台， 低压柜239台。

作为分管技术和BIM的工程
技术部长严佳伟， 1991年生， 安
徽安庆人。 2014年7月一毕业就
到项目。 “亲眼看着项目从大坑
到高楼， 很有成就感， 一生难得
一次碰到给530米的高楼施工 。
五年时间， 我收获了难得的建设
经验。” 严佳伟说。

近日， 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
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
京铁路局） 了解到， 自4月29日
至5月12日近半个月的时间， S2
线市郊铁路发送旅客达15万人，
创下单日最高峰发送旅客2.1万
人的新记录。 同时， 北京铁路局
在运能运力的有效保障、 站场设
施设备的升级改造、 乘车环境的
优化和体验提升上付出的努力和
进行的精心准备， 也给众多中外
游客留下美好印象。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中铁建工集团

新街口三家街区物业中心

S2线市郊铁路
助力世园会

5月14日， 北京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在
丰台区花乡北京地铁16号线25
标施工现场联合举办了2019年
“防灾减灾日” 主题宣传活动暨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施工突发事
故及地下管线突发事件应急综
合演练。

本次演练以 “提高灾害防
治能力 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为
主题， 模拟强降雨造成轨道交
通工程暗挖隧道内发生土体滑

塌， 隧道上方市政道路发生局
部塌陷等险情。 演练中， 各相
关部门和单位及时开展应急处
置工作， 最终妥善处置了突发
险情， 保障了工程安全。

据了解，本次演练强化部门
联动。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和市
城市管理委联合组织，针对当前
社会紧密关注的轨道交通工程
施工突发事故和地下管线突发
事件开展应急综合演练，磨合市
级部门间的协同联动机制。

□本报记者 盛丽

提升应急能力 筑生命安全防线
市住建委与市城管委联手开展综合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