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职工志愿服务在行动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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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凝聚志愿力量助力区域发展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刘嘉豪

北京公交保修进入冬防“战时”保障期

百子湾南二路打通“堵点” 群众出行少了“堵心”
双向两车道变为双向四车

道， 重新施划道路交通标线， 绿
化带合理规划， 路口南北两侧增
设了长8米的掉头口……昨天 ，
记者从朝阳区交通委获悉， 位于
朝阳区的西大望路与百子湾南二
路交叉口拓宽改造工程正式完
工， 有效缓解了该路段交通拥堵
状况， 大大方便了居民出行。

记者了解到， 百子湾南二路
规划为城市支路， 红线宽35米，
与西大望路交叉口处随金港国
际、 复地首府项目开发后于2006
年建成并对社会开放通行， 是双

井街道的重要交通通道， 也是连
通三环辅路与四环辅路的一条城
市支路， 周边分布有乐成国际学
校、 乐成公馆、 金港国际、 复地
首府等多个商业区和生活区， 日
常交通流量较大。

“这条道路改造最大的难题
是该地地下布有热力井管线，改
动管线施工难度较大， 工期也会
较长。 ”朝阳区交通委相关负责人
说。 为尽快打通百子湾南二路瓶
颈路段，缓解道路拥堵问题，朝阳
区交通委积极响应“吹哨报到”机
制，主动对接市交通委，市区联动

打破权属界线， 各部门对该路段
多次实地调研， 共同讨论改造规
划部署，拿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9月18日， 在双井街道大力
配合下 ， 施工单位正式进场施
工。 工作人员铲除了百子湾南二
路与西大望路路口东南角部分人
行步道新建路面186平方米， 铲
除西大望路南、 北侧部分中央隔
离带44平方米， 两侧机非隔离带
28.6平方米， 保证车辆调头线型
顺畅， 减少安全隐患。 同时， 考
虑到行人的安全， 该工程还新建
了部分人行道， 并同步进行了热

力井室改造、 信号灯改移、 施划
标线等工作， 10月31日正式完工
并放行通车。

现如今， 百子湾南二路断头
路得以顺利打通， 东进口处设置
为3进3出， 车道宽度达到3.5米，
通过对绿化带的合理规划， 路口
南北两侧增设了长8米的掉头口，
车辆通行较之以往畅通许多。

接下来， 朝阳区交通委将变
“接诉即办” 为 “未诉先办”， 入
户走访收集周边居民诉求， 不断
优化道路修建方案， 为群众打通
出行 “最后一公里” 难题， 把工

作真正做到实处、 取得实效， 让
群众能够从心底里满意。

群众事情无小事， 道路交通
更是影响着千家万户居民的出
行。 记者了解到， 今年以来， 朝
阳区交通委立足群众需求， 创新
形式、 攻坚克难， 大力推进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堵点治理，
现已完成了天达路、 团结湖路、
双桥路、 东土城路等20项疏堵工
程建设工作， 通过多种举措不断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品质， 让群
众享受到交通顺畅带来的安全感
和幸福感。

“队长，场站内全部车辆暖风
机、车门、车内照明系统以及车辆
大灯信号灯、 轮胎胎压等设施全
部检查完毕……”11月16日，北京
公交迎来进入2020—2021年冬防
战时保障期的首个早高峰。凌晨4
点30分，345路德胜门公交场站内
北京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一厂的
北京市劳动模范、 技能大赛冠军
邱德运，带领8名公交保修技术人
员，正在对场站的110余部公交运
营车辆的各项设施及总成部件进
行检查。

据介绍， 为确保本次冬防工
作开局顺利，根据《公交集团公司
关于做好2020—2021年冬防工作
的通知》要求，保修分公司在提前
准备的基础上 ， 启动了 2020—
2021年冬防服务保障实施工作。

为抓好冬防工作实施， 保修
分公司成立了冬防工作领导小组
和冬防实施小组， 并确定冬防期
间重点线路118条， 制定形成冬
防工作9大项、 24小项具体保障
措施。 所属各单位也建立了应急
小分队， 随时做好大冷、 骤冷及
持续低温天气条件下的应急保障
准备工作。 此外， 保修分公司按
照 《冬防工作时间进度表 》 安
排， 提前做好车辆气路系统防冻
凝、 车辆蓄电池检修、 机电设备
季节性保养 、 抢修布局优化调
整、 冬防重点物资储备、 车辆设
施维护等冬防保障准备工作； 结
合历年冬防保障工作经验， 以问
题和目标为导向， 组织开展 “冲
刺60天全员保车安” 专项活动，
摸索21种新车型与21种原祥龙公

交车型车安风险规律， 排查10年
质保9个关键总成项目风险点 ，
开展车辆保后清洁、 刹车阻滞、
“四漏” 故障专项治理， 与第四
客运分公司沟通区域集中调度项
目服务需求， 并制定个性化保障
措施。

在冬防开局首个工作日， 保
修分公司还根据运营实际需求，
出动了104支志愿服务技术保障
小分队 ， 共 267人次到 100个运
营 场站开展车辆保早发服务保
障， 检查车辆2648部， 抢修救援
服务中心出动大型清障车辆在
重点区域屯集值守。 分公司班子
成员带队分9组，前往18处重点线
路站点，了解运营需求建议， 检
查所属各单位冬防保障措施落实
情况， 并慰问保障人员。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马振涛

住总北宇物业“开足马力”保障居民冬季供暖
□本报记者 崔欣

11月16日， 记者从北京住总
集团获悉， 住总集团北宇物业所
属北方昌宇供热公司 （以下简称
“北方昌宇公司”） 的5台锅炉自
全市供暖系统全面启动冬季供热
点火试运行以来 ， 已 “开足马
力”， 为50余万平方米的居民送
去冬日里的第一份 “温暖”。

据介绍， “冬病夏治， 未雨
绸缪” 一直都是北方昌宇公司奉
行的工作原则。 为确保冬季里的
供暖运行保障工作， 该公司早在
入夏的时候就对设备、 管网等启
动了全面检修。 不久前， 该公司
提前为业主发放维修电话小卡片
以外， 还在华严北里和法华南里

两个项目内制作维修电话横幅，
悬挂到小区内显著位置， 以便能
随时解决住户反映的各类供暖服
务问题。

同时， 为应对今年提前到来
的极寒天气， 北方昌宇公司自10
月26日起便开始打压上水， 积极
组织生产人员、 检修人员做足供
暖前期准备工作， 严格执行24小
时值班制度。 根据所辖小区管网
施工检修改造情况及天气情况和
往年经验制定了应对极寒天气、
管网故障等突发情况的应急预
案， 全力保障城市热网安全稳定
运行， 保证用户用热需求。

在试水阶段， 维修班组一旦

接到业主家中暖气跑漏水的报修
电话， 师傅们会在15分钟内到达
现场排除险情， 确保居民温暖安
全过冬。 “我们在华严北里和法
华南里组建了两支抢险队伍， 配
备了专业供热抢险设备和应急通
讯设备， 24小时备勤， 目的就是
要能够第一时间解决用户的报修
问题。” 北方昌宇公司党支部书
记马俊卿介绍说， “同时， 我们
还将根据天气预报， 及时进行系
统调节， 提前做好应对低温天气
的准备。 加强对服务人员的专业
技能和政策知识的培训， 提高业
务素质和服务质量， 礼貌热情服
务， 让百姓身上暖， 心里更暖。”

京张高铁延庆段绿色通道主体栽植年底完工

□本报记者 张晶
政策宣传、法律援助、暖心伴

考……今年以来， 首都职工志愿
大兴区服务总队开展系列富有工
会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 通过活
动的开展， 凝聚了更多的职工力
量， 让职工志愿者以己之长服务
其他职工，互帮互助，不断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大兴区服务总队自成立以
来，积极动员号召各镇、街道、产
业基地基层工会及社会组织成立
志愿服务队伍，层层发动，层层落
实，使职工志愿者活动制度化、社
会化、常规化，职工志愿者队伍日
益壮大，服务范围不断扩展，目前
队伍数量达25支， 注册审核通过
的志愿者达10418人。

大兴区服务总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自2016年起， 我们每年
都会在辖区宣传和普及法律知
识， 现场解答职工提出的政策问
题，工作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
及时地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5年中，大兴
区各服务队伍组织志愿服务近百
场，服务职工3万余人次。

大兴区服务总队连续4年联
合清源街道志愿服务大队、 林校
路街道志愿服务大队，开展“暖心

伴考”志愿服务活动，经过4年的
摸索实践，如今，“暖心伴考”志愿
服务已经越来越规范， 参与服务
人数越来越多， 服务项目越来越
丰富，社会反响也越来越好了。

疫情防控期间， 大兴区服务
总队结合实际，利用互联网、新媒
体为职工打造了系列线上学习平
台，让工会服务与职工“e”线牵。
开展线上瑜伽、亲子心理课堂，每
周更新两期， 累计更新10期。 同
时， 利用购买第三方服务的形式
招募心理咨询志愿者、 专业瑜伽
志愿者为职工进行线上授课，据
统计，观看学习者达12890人次。

同时， 大兴区总工会还开展
了“关爱在身边，职工在行动”大
兴国际机场的士司机职工之家志
愿服务活动， 职工志愿者为的士
之家的“的哥”提供了免费理发、
健康咨询、体检等服务，同时向的
士司机宣传垃圾分类、 文明驾驶
等相关法规知识， 引导广大的士
司机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安全文
明驾驶， 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
量，服务的士司机200余人。此外，
大兴区总工会还开展了 “垃圾分
类 你我同行”职工志愿服务等多
项活动。

在八达岭镇大浮坨村东北方
向的京张高铁延庆段绿色通道建
设工程地块， 工作人员忙着为金
枝国槐、柿树、八棱海棠等树苗做
树坑铺膜、 培植树堰等防寒保护
工作， 以保证苗木安全过冬。 昨
天， 记者从延庆区园林绿化局获
悉，于今年4月底正式开工的京张
高铁延庆段绿色通道建设工程，
目前已完成1600.19亩，种植各类
苗木 4万株 ， 约占总工程量的
90%，预计主体栽植年底前完成。

京张高铁沿线的绿化带是串

联京冀地区的重要线性绿廊。 今
年4月底，延庆区正式启动京张高
铁延庆段绿色通道工程建设，工
程共涉及八达岭、大榆树、康庄3
个乡镇， 建设内容包括绿化工程
和庭院工程。

位于康庄镇郭家堡村的地
块，林地则以田园风光为主基调，
以彩叶树为重点， 大面积的油松
兼顾了冬季景观， 使得四季不再
单调。 同时， 考虑到附近居民观
赏、休闲、娱乐等需求，还在林中
建设了园路， 为村民打造出彩色

生态游憩小游园。
“为确保该工程高质量完成，

在施工过程中采取土壤施肥、客
土改良、运用生根粉、抗蒸腾剂等
科技手段，进行反季节栽植，大大
提高了苗木的成活率。 ”京张高铁
延庆段绿色通道建设工程一标段
现场负责人王利说。

值得一提的是， 在工程建设
过程中， 设置小微湿地、 增加蜜
源+果源植物种植比例等生态措
施， 为动物提供生存繁衍的栖息
地，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建二局工地环境变化大 职工们很满意

音乐喷泉、健康步道、WIFI全
覆盖、 卫生间装空调……在中建
二局一公司华中分公司的武汉
P068项目， 虽是一个普通的建筑
工地， 却给人进入CBD商务核心
区的体验。 项目部将精细化管理
运用到项目办公、生活区，为职工
打造美好的生活、办公环境。

针对项目偏远的特点， 项目
部在满足员工精神需要方面下功
夫。 项目工会成立了“悦读慧”书
屋， 职工需要阅读什么书籍可进
行“私人订制”。 活动室除了台球，
还有健身器材。 项目部见缝插针，
建造了一个迷你儿童乐园， 专门
为双职工子女提供玩乐场所。 考
虑到当地“火炉”的特征 ，项目部
还在卫生间安装了空调。

在职工生活区， 项目部利用
各栋号间的空地，修建了“健康步
道”，为职工提供工余散步、休闲
的场所。 办公区正面有一个百十
平方米的小水塘， 项目部职工动
手安装了音乐喷泉，夜幕降临，喷
泉就会随着音乐起伏跳跃， 五彩

斑斓、动感十足。 水塘里还投放了
鱼苗，实现年年有鱼、自给自足的
目标。

据项目经理孙泽龙介绍 ，在
做好硬件精细化基础上， 项目部
在打造团队文化、 增强凝聚力等
软件方面也下足了功夫。 在工地
大门口，项目部在两侧设置了“星
光大道”， 凡是参加工作满半年，
或是与项目有合作关系的相关
方，都可以在那里留下“手模”，印
证曾在项目度过的难忘岁月。 凡
是职工过生日， 项目党支部都会
精心策划，为职工订制专属蛋糕，
大家一起唱生日歌，送上祝福。 同
时， 结合项目攻坚克难大讨论活
动， 项目部将砌筑比武中职工砖
砌“攻坚克难”的作品移放到办公
区正门， 让项目职工及每个来到
项目的人， 都能感受他们不惧困
难、迎难而上的浓厚氛围。

孙泽龙说： “项目部所做的
一切 ， 就是要提高员工的凝聚
力、 务工人员的归属感、 合作方
的认可度。”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康德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