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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12月15日上午， 随着四台挖
掘机鸣笛启动， 北京市温榆河公
园顺义二期首个项目蓄滞洪区工
程正式开工。与此同时，在海淀区
温泉镇， 大型吊车正将一根根球
墨铸铁管缓缓放入开挖沟槽中，
市自来水集团温泉水厂配水管线
工程也正式开工。 随着疫情防控
措施稳步调整， 北京市水务系统
各领域、 各环节加快复工复产步
伐， 在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的基础
上， 瞄准全年目标任务， 冲刺年
底收官， 为明年水务高质量发展
实现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防疫施工“两不误”

年关将至， 在北京市南水北
调各配套工程建设工地， 各项建
设任务井然有序开展。

“天气转凉后， 疫情形势复
杂多变， 但各配套工程一直没有
停工， 大家努力克服困难， 认真
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确保工程建
设任务顺利开展。” 市水务建设
管理事务中心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管理科科长季国庆介绍。

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 前
11个月全市已完成水务领域固定
资产投资121.2亿元， 其中延庆、
平谷、 昌平、 顺义等区已提前完
成全年投资任务。 各区各单位始
终坚持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
住、 发展要安全” 的要求， 在落
实安全生产要求的同时， 把复工

复产促投资放在突出位置， 确保
完成年度投资任务。

“我们将进一步挖潜在建项
目投资空间 ， 逐项对照工作台
账、 抓紧落实前期手续， 确保新
建项目应开尽开。 同时做好续建
项目施工组织，抓紧时间，尽可能
多地完成投资。 ”市水务局投资计
划处相关负责人说。 全市还将进
一步加大投资纳统力度， 加强与
统计部门对接， 实现应统尽统。

守好供水“生命线”

11月以来， 北京市水务部门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供水生产服
务， 用心尽责守好城市供水 “生
命线”。目前，市区日均供水量265
万立方米， 各水厂设备运行稳定
良好、水量充足、水压水质合格。

“为确保疫情期间供水不间
断， 满足市民的日常用水需求，
集团及时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
由主要领导每日主持会商， 及时
安排部署生产运行、 服务保障、
人员防护等 ， 果断调整应对举
措。” 北京自来水集团相关负责
人介绍。 其间， 集团供水运行调
度中心、 各水厂全部实行封闭管
理， 班组衔接采取 “不见面、 零
接触” 方式， 按轮换周期做好值
班值守。

同时， 加强需水量分析和预
测， 以保证城市中心压力稳定、
区域压力均衡。 加强供水地下管

线巡查 、 检查和维护管理等 ，
3000余个漏失监测记录仪全部上
线采集数据。 抢险抢修人员实行
网格化管理， 近期共出动保障队
员 13人次 ， 巡视管线 4.6公里 、
井室186座， 供水管网运行平稳。

多措并举保调水安全

连日来， 北京市水资源调度
管理事务中心织密疫情防控网，
提升水资源战略保障能力， 全力
做好市级水源优化调配调度。

据了解 ， 事务中心共编制
《2022年冬输水量调度方案 》 等
专项调度计划方案和配套应急预
案20余个。 同时， 紧盯永定河生
态补水， 研判输水损失， 提高调
水精准度 。 “大家克服疫情影
响， 在线上完成永定河补水沿线
重要断面水情数据的收集整理工
作， 指导日常补水运行管理， 为
两次大流量脉冲试验的准备和实
施提供了有效技术支撑。” 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

此外， 按照调度规程要求 ，
保障工程运行安全。 截至12月10
日， 共向50多家单位下达传真调
度指令111条， 电话调度指令650
余条， 调度指令执行零失误； 完
成水量平衡分析3285次， 开展汛
期会商564次 ； 年内完成惠南庄
泵站机组常规切换14次、 应急切
换2次， 为水厂切换供水路由调
度服务4次， 顺利完成各项任务。

□本报记者 赵思远

记者昨天从北京急救中心获
悉， 自12月以来， 120急救电话
从最高12月9日约31000次已降为
目前的约13000次， 日派出急救
车从3000余次增加到6000余次。

近段时间以来， 120急救电
话处于高位运行， 120指挥调度
和全市院前急救承受极大压力。
为更好地应对当前院前急救工作
形势， 最大程度保障市民需求和
生命安全， 在市委市政府、 市卫
生健康委的大力支持下， 北京急
救中心通过120指挥调度扩容 、
院前急救队伍人员补充和以区级
统筹抓转运大急救格局等措施，
进一步强化了急救资源统筹， 大
大提升了急救运行效率 ， 目前
120生命线运行稳定， 急救人员
全力以赴保障百姓医疗急救服务
需求。

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 新闻
发言人刘红梅介绍， 为最快地接
起每一个120来电， 北京急救中
心启动电话系统升级扩容， 数字
电话交换机中继线由240路紧急
扩容到720路， 电话席位由50个
扩到100个， 扩容后， 120电话运
行平稳， 呼损 （未接起的来电）
由扩容前每24小时1000余个减少
为零， 并新增云调度功能， 实现
异地部署异地受理， 增设13类相
关疫情知识库模块， 满足呼救者
的咨询需求。

目前， 120调度系统安全升
级后运行稳定， 日接听急救电话
能力最高可达9万个， 受理派单4
万 件 。 23日 24小 时 呼 入 电 话
13310次 ， 呼入中继电话已全部
接起， 共接听咨询电话1988次，
首医云咨询完成269次、 分流席
完成1719次咨询。

同时， 非急救用车需求也在
急速增长 ， 导致非急救需求对
120急救资源的挤兑非常严重 。
为此， 中心通过强化区级统筹、
压实区级非急救转运专班工作
责任、 补充院前急救人力资源
等措施， 使急救派车率从 12月
7日的 53.08%增长 至 1 2月23日
的99.94%， 平均反应时间从20.81
分钟降至16.60分钟，急救车组满
载运行， 最大限度地保障城市医
疗急救需求。

随着疫情进一步发展， 未来
急危重症患者呼叫120需求将进
一步增加。 面对院前急救工作的
巨大压力， 北京急救中心将结合
疫情发展态势和急救工作发展要
求， 持续保持院前急救车组标准
配置运行数量， 提升院前急救服
务能力、 质量和效率， 高质量、
高标准保障市民急救需求， 同时
进一步畅通院前院内衔接， 紧盯
各有关医疗机构提升急诊、 发热
门诊和住院部收治能力， 确保急
救就医绿色通道始终畅通。

给快递小哥送 “冬季暖心
包”、 商家关爱户外劳动者、 邻
里化身玉桥好人共享药品……记
者了解到， 通州区玉桥街道发挥
党建协调委员会作用， 呼吁辖区
商家、 玉桥好人、 玉见骑士等不
同群体在特殊时期互帮互助、 共
克时艰， 形成群策群力的互助氛
围， “疫” 路暖心相伴。

百份“暖心包”守护玉见
骑士冬日温暖

“多亏街道给我们送的暖宝
宝、 发热鞋垫这些保暖用品， 这
两天人力紧张， 派送员们虽然很
辛苦， 但也很暖心。” 叮当快药
九棵树店配送站站长苗跃峰介
绍。

除了九棵树店， 玉桥街道为
叮当智慧药房梨园店、 京东快递
京艺天朗营业部、 叮咚买菜柳岸
景园店、 顺丰速运玉 桥 网 点 的
百余位玉见骑士送去了食品及
“冬季暖心包”， 感谢玉见骑士的
辛勤付出。 据了解， “冬季暖心
包” 包含暖宝宝 、 暖手蛋 、 护
手霜 、 发热鞋垫 、 泡腾片、 抗
原和必备药品等冬季保暖用品
100份， 爱心企业捐赠的食品共
计50份。

玉桥街道党工委书记孙雪松
和玉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小东
来到顺丰速运玉桥网点 ， 送上
“冬季暖心包”， 感谢玉见骑士的
辛勤付出。 “在寒冷的冬天收到
这样一份礼物真的很暖心！ 我从
老家来玉桥街道送快递已经两年
了， 街道十分关注我们 ‘快递小
哥 ’ ， 各种各样的福利应有尽
有。” 顺丰快递员杨宝强说， 各

项暖心举措让他在玉桥街道找到
了 “家” 的感觉。

商家居民组成“暖骑联盟”

12月以来， 玉桥街道党建协
调委员会立足玉见APP， 号召辖
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爱心商家
组成 “暖骑联盟”， 关爱防疫志
愿者和户外劳动者， 永和大王、
茶百道等10多个爱心商户主动响
应， 提供奶茶和热水等。

“平日我们还为美团和饿了
么外卖小哥提供6折优惠骑行卡，
夏天也给隔壁顺丰小哥送过冰豆
浆， 这是企业责任， 也是我们参
与党建协调委员会的意义， 希望
通过这些小举动， 温暖咱们的玉
桥邻里。” 一名党建协调委员会
成员说道。

不仅如此， 玉桥邻里也成为
“暖骑联盟” 中的一分子。 “我
们快递小哥这两天经常能收到居
民的 ‘投喂’， 有送饺子的， 有
送感冒药的， 特别暖心。” 顺丰
速运玉桥网点经理邢梦菲说。

玉桥街道党群办工作人员表
示， 当前居家办公人员居多， 外
卖、 快递等行业压力剧增， 玉桥
街道成立的 “暖骑联盟” 为快递
小哥提供免费喝粥、 优惠理发等
服务。 街道还将不断挖掘和扩大
爱心商家 “邻里圈”， 凝聚更多
力量参与， 让志愿服务在玉桥街
道有温度、 有热度、 有力度。

有求必应 好邻里药品共
享

近日， 不少居民感染新冠病
毒隔离居家， 也有人因为买不上

药而担忧 。 为此 ， 玉 桥 街 道 发
起 “有余药 ， 可分享” 暖心行
动， 依托家园治理平台玉见APP
与社区邻里微信群呼吁邻里共享
药品， 同守美好家园。 活动启动
以来 ， 辖区各社区居民纷纷响
应。

“各位邻居， 谁家有小孩的
退烧药 ， 能不能匀我们一些 ？”
前几日， 新通国际社区居民赵献
伟不到1岁的儿子夜里突然发高
烧， 他看到了街道倡议后在社区
邻里微信群求助， 询问邻居是否
有富余的药品。 消息发出后， 他
马上就收到了回应。

邻居柴晋霞迅速找到药品 ，
因自己也有些感冒咳嗽， 她的家
人戴好口罩和手套， 把装有药品
的小袋子挂在赵献伟家门把手
上。 完成一系列无接触送药流程
后， 柴晋霞在微信上告诉赵献伟
开门拿药品。

作为4岁孩子的妈妈 ， 柴晋
霞还通过微信详细讲解了各类药
品的服用方法， 将自己这些年照
顾孩子的经验分享给赵献伟， 并
嘱咐他们一定要放平心态， 其他
家庭成员提前做好防护， 多吃水
果、 多喝水， 提高免疫力。

暖心行动启动以来， 玉桥街
道辖区内先后有50余位居民参
与， 提供药品和抗原等80余件 ，
受益对象达到100余人。

玉桥街道党群办负责人表
示， 邻里群、 玉见APP都是玉桥
好人互帮互助的平台， 一条条情
急之下发送的帖子等来的是一声
声邻里之间暖心的回应， 老弱病
残等特殊群体正随时随地感受玉
桥温度， 玉桥好人互帮互助的氛
围蔚然成风。

疫情之下，他们守望相助情暖寒冬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暖心包裹关爱玉见骑士 邻里互助共享药品

记者日前从京投所属轨道公
司了解到 ， 北京地铁16号线南
段、 昌平线南延一期两条线路施
工已进入 “冲刺阶段”， 力争按
照既定计划实现运营， 服务首都
市民。 据了解， 这两条新线总长
24.8公里， 开通后， 北京市轨道
交通运营里程将超800公里。

据了解， 昌平线南延北起清
河站， 南至西土城站， 线路全长
10.6千米 ， 设车站6座 。 线路开
通后将与既有的昌平线实现贯通
运营， 将便利海淀和昌平居民出
行， 有效缓解地铁13号线西段的
客流压力。

“在计划开通至学院桥的基
础上， 昌平线南延将再向南延伸
1站至西土城站， 与既有10号线
实现换乘。 此外， 线路还在六道
口站与既有15号线实现换乘 。”
京投所属轨道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 此次新增2座换乘车站， 让
轨道交通线网结构更加完善。 未
来， 该线路还将继续南延1站至
蓟门桥站， 实现与在建的地铁12
号线换乘。

16号线南段 （玉渊潭东门-
榆树庄） 全长14.2公里， 共设车
站10座， 因一体化规划等原因丽
泽商务区站暂缓开通。 其中， 丰
台南路站、 丽泽商务区站、 看丹
站和榆树庄站为 “一体化车站”。

据了解 ， 16号线南段开通
后， 运营里程将达到45.38千米，
从海淀区北安河站到丰台区榆树
庄站仅需78分钟， 有效加密北京
中西部城市轨道交通网络， 联通
海淀北部研发服务及高新技术集
聚区、 中关村西区、 三里河政务
区、 丰台火车站枢纽、 丰台科技
园区等重要城市功能区和中心城
区的联系。

□本报记者 彭程 文/摄

地铁16号线南段、昌平线南延建设进入“冲刺阶段”

北京急救中心日派车已达6000余次北京水务系统复工复产按下“快进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