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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愿景提升 燃放意愿下降

开发区全年全域禁放烟花爆竹

2017年开发区PM2.5年均浓度为65微克/ 立方
米，较2016年同比下降20%，较2013年五年间同比
下降38%，空气质量明显好转，随着市民环保意识、
安全意识的不断提高，要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呼
声也越来越高。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
众人身财产安全，进一步改善开发区及周边区域空
气质量，根据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北
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经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研究决定，1月12日起，开发区全域范围
内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市民燃放热情和需求“双降”

燃放烟花爆竹极易对人体造成伤害，据统计，
2017年除夕零时至初五24时，北京市因燃放烟花
爆竹受伤81人。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灾，也给
人民群众的生活和财产安全带来了很大危害，
2017年除夕到初五期间，北京因燃放烟花爆竹引
发火警62起，损失严重。
阵阵爆竹响声后，满地火红的一片是小区、街
道最常见到的景象。开发区环卫部门负责人介绍，
“春节期间垃圾量是平时的几倍，这其中最主要的
来源就是燃放烟花爆竹后留下的废弃物，环卫工人
全员上岗清运垃圾，才能确保环境整洁。”
在多种不利因素影响下，市民“放两挂鞭热闹
热闹的心理”开始回归理性。市烟花办统计显示，

近年来北京市烟花爆竹的销量和燃放量均已呈现 烟花爆竹很容易造成重大的事故。”一名企业负
出逐年递减的趋势，且市民的燃放热情和燃放需 责人说。
求也明显出现了“双降”。比如，2017年春节期间，
全面禁放提升城市文明水平
全市烟花爆竹销售量较2016年下降了30.5%，较
根据通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域范围内全
2013年下降了68.9%。市民燃放烟花爆竹的热情
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放范围：东至经海九路，西
逐年消退。
至三海子东路，北至五环外环辅路，南至新南区南
加大禁放力度的呼声逐年上升
街的全部区域。通告称，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单
从民意调查及各方建议的情况看，加大“禁放” 位或个人，执法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力度的呼声逐年上升，
“燃放”的意愿逐渐降低。 管理处罚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北京市
数据显示，近五年，北京市春节期间空气重污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规定，依法坚决予
染天数在2-4天之间，特别是除夕、初一、正月十五 以查处，并依据相关法律对非法运输、销售、储存烟
3天的PM2.5平均浓度明显高于全年平均浓度。 花爆竹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2017年除夕夜间，部分区域凌晨1时PM2.5浓度达
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打造升级版开发区的
到1000微克/ 立方米以上，而同期远离燃放区域的 需要，同时也是区内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的
密云水库PM2.5浓度始终保持在100微克/ 立方米 具体体现。
“每天蓝天白云多好，坐在办公室里能看
以下。据测算，扣除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影响，北京全 到西山。其实，不放烟花爆竹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
年PM2.5平均浓度可能下降0.4-0.7微克/ 立方米。 营造喜庆的氛围，还能提升品位和生活质量。”在开
此外，每年因燃放鞭炮造成的“红色垃圾”、噪声污 发区汇龙森科技园上班的初红梅告诉记者。
染以及烧伤炸伤的事故也逐渐让“过年不放炮”成
据了解，在实施全面禁放后，开发区相关部门
为区内群众的“主流民意”。
将加大宣传力度，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鞭炮爆炸时产生的巨大声响，可导致耳朵的 式，反对社会陋习。同时，加大投入力度，通过开展
听神经、耳蜗功能受损，出现听力下降。”同仁医院 文艺演出、悬挂灯笼、增加照明景观等方式营造喜
耳鼻喉科医生说，
“对于一些有潜在疾病的患者，突 庆的氛围，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丰富多彩、欢乐安
然的惊吓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定祥和的节日。
“应该早点全面禁放，开发区里企业多，燃放
本报记者 方针

三天三夜 蓝天背后的坚守
——
—开发区迎战新年首轮雾霾行动纪实

1月13日0时至15日24时，北京市迎来
2018年首个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应对雾
霾，预警就是号令。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开发区各职能局、企业上下齐心，多
部门周末停休，严格按橙色预警应急预案
相关要求开展检查、督查等工作，确保各项
应急措施落实落细落小。点滴之水汇江河，
开发区人再一次用行动证明了抗霾治霾的
决心，用无悔的坚守和无声的付出守护着
开发区的蓝天。
企业自发提前启动停限产

1月12日晚8：30，距离橙色预警启动还
有3个多小时，开发区环保局、企服局工作
人员已经驱车行驶在辖区的交通干道上，
提前赶往区内工业企业，检查各企业的停
限产准备工作。
走进华联印刷公司生产车间，当晚上
班的工人明显少了很多。在车间内转了一
圈下来，只有部分机器在运转工作。一位产
线工人快速穿梭在车间内，先后在几台已
经停止工作的机器前短暂停留，然后将手
里拿着的标识牌贴在机身上。“这是停限产
标识，上面写的是空气中污染时间和产线
需要限产的机器。”公司值班经理指着一台
机器上刚贴好的标识介绍说。原来，为应对
即将到来的空气重污染，华联印刷公司在
接到通知后，已提前按应急预案限产50%
的要求启动了相应措施，停止了车间内6台
印刷机、2台轮转机和1台胶装机的运转。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区内中体彩、贝
迪印刷、龙世杰印刷、艾尼克斯、伊诺尔、新
华印刷等工业企业产线。在个体经济效益和
生态环境面前，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
者。
“美好的环境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它好了我们才能生活得更健康。作为企业，
我们理应履行好自身的社会责任。你们放
心，我们一定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做好
限产减排工作。”新华印刷的值班员如是说。
环卫工人“全副武装”清扫勤

“刷、刷、刷……”1月13日，空气重污染
橙色预警启动首日一大早，当清晨人们还
在睡意朦胧中没有完全苏醒，环卫工人孙
红敏和同事已穿上棉服、戴好帽子、手套，
全副武装冒着严寒上岗，手中大扫帚一下
下划过地面时发出的摩擦声格外响亮。
孙红敏是新洁环卫的一名环卫工。当
天，她和同事来到分管的其中一个路
段——
—荣华中路，清扫该路段两个红绿灯
之间人行过道和非机动车道上的尘土和垃
圾。按照单位的统一安排，空气重污染期
间，他们每天都要在原来基础上再增加一
次街面清扫任务。“夏天我们是靠洒水车降
尘，现在天儿冷了，气温低，洒水会造成路
面结冰，所以我们就靠人工清扫来降尘
了。”孙红敏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扫帚一边说

道。她直言这让工作量变得非常大，确实很
辛苦，但如果这项工作能为开发区的蓝天
做出点贡献，她感觉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
和她一样的路面保洁员还有500多人，
空气重污染期间，大家全部停休，他们的身
影遍布开发区的每个街面和路口。同时，主
路清扫车辆也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次循环
清扫次数，为起到降尘作用，又不使路面结
冰，他们在清扫车辆清扫轮的部位洒了少
量水，防止扬起灰尘。
仅当天，开发区市政局共计调动清扫
车48车次，出动环卫工人560余人次。
荣华街道网格员日走2万步

1月15日周一下午两时，荣华街道网格
员张恒结束了午休时光，又立即和同事投
入到工作中。这几天，街道城建科、综治办
等科室的人基本没怎么在办公室待过，每
天在辖区里忙检查。他所在网格办分为13
个小组，每天分别对辖区19个小区、20多个
工业园区及街面进行检查。
巡查工作最重要的是“细心”两字。这
天，张恒和同事路过狮城百丽小区外围时，
老远就看到小区内配套的一家酒店的楼顶
有工人在进行施工作业。见状，他们赶紧上
前了解情况，无奈没有找到负责人。为不耽
误其他巡查任务，他将情况及时反映给城
建科，由该科室同事进一步跟进，他和同事
则赶往下个地点查找问题。
居民区里，张恒会同两名居委会工作
人员和两名物业负责人，挨个对每个单元
楼楼道、地下空间是否存在堆物、占道、装
修，垃圾桶垃圾是否及时清运等情况展开
检查，杜绝各类安全隐患的发生。遇到没有
电梯的单元楼，他和同事就一层一层爬上
去，再一步一步走下来。若在街面上发现道
路遗洒了，他们就赶紧联系城管说明情况，
由执法部门对违法行为及时进行处罚。“一
天下来我们至少要走1万5到2万步，说过的

话更是不计其数。”张恒笑着说。
环保局夜间执法火眼金睛抓超标

“您好，我们是开发区环保局的，请出
示您的驾驶本和行驶证，前方靠边停车，配
合检查尾气。”1月15日晚，在科创十四街和
经海路十字路口，焦阳正在和一辆重型柴
油货运车的司机沟通，夜幕下的路灯将他
的影子拉得细长。为加强对道路行驶重型
柴油货运车尾气的监管，当晚开发区环保
局和交通大队开展夜间联合执法，交警负
责拦车，环保局负责查尾气。
“踩，再踩！”指挥货车靠边后，焦阳立
即开展尾气检查工作。同事白鹤坐到驾驶
位，配合着他的指令将油门一脚踩到底。执
法中，一辆辆疾驰的车辆从身边呼啸而过，
为保证和同事有效沟通，焦阳尽可能地提
高嗓门儿。反复三次后，这辆货运车排气管
并未冒出黑烟，尾气排放合格。焦阳记录了
车辆信息后，将驾驶本和行驶证交还给司
机，对车辆进行放行。
在等待下一辆货车的同时，焦阳也没
闲着，多年的工作经验让他练就了一双火
眼金睛，在车辆驶过身边时，他一眼就能判
断出车辆排放标准。为提高工作效率，他用
这双火眼金睛远程观察后方车辆，用对讲
机告诉同事哪辆车可能是国Ⅲ的，一定要
拦下。问起其中的奥秘，焦阳说，老旧车型
的车首先从外观上就会比新车出现较多诸
如破损、污渍等痕迹，检查的多了自然也就
积累了很多经验，所谓的火眼金睛离不开
“量”的累积。
同焦阳一样的环保局执法人员还有很
多。尽管冬日里穿着厚厚的棉服，寒冬刺骨
的风还是轻易地从衣领、袖管钻进身体，尽
管寒冷让每位执法人员说话时不断冒出腾
腾白气，可是大家仍旧坚持在自己的岗位
上，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工作着，默默为开发
区的环保事业贡献力量。本报记者 于晓玲

开发区烟花爆竹禁放区域图示
北至五环外环辅路

西至三海子东路
东至经海九路

南至新南区南街

监管与培训相结合

开发区建设系统连续三年无事故
本报讯（记者 田艳军）开发区建设系统连续
三年无事故，近日，市住建委总结会上发布了这
样一组数据，并对开发区建设安全监管工作给
予了肯定。
全市16个区中，与开发区一样建设系统三
年无事故的还有平谷、延庆两个区，而开发区过
去一年开工建设面积达900多万平方米，排在全
市开工面积第五位，过去三年中这一排名一直
位列全市前三位到前六位，其他两个区三年中
开工面积远低于开发区。
作为功能区的开发区各职能部门人员少，
建发局安全科在编人员加上安全员仅有16人，
在安全科负责人门京春看来，实现三年无事故
是大力监管与培训结合发挥的作用。
建发局安全科全年现场执法710余次，平均
每天都一到两次去施工现场安全检查，而检查
也是实实在在查找问题，指导建设项目整改完
善，全年发现问题5800余项，下发停工整改通知
书15次，约谈单位420余家，责令指导整改。
据门京春透露，全年建发局安全科开展5次
网格化大检查，为检查执法人员划分片区责任
到人，检查覆盖到每个工地。期间，对发现施工
安全隐患较多的建设项目，实行差别化监管。每
月开展一次评选，选出全区安全隐患最多的10
家企业列为下月检查重点，加大执法及复查频

次，督促建设项目将安全隐患排除，指导帮扶建
设项目将安全管理水平提升上来。
1月初，北京市政二处亦庄水厂项目经理部负
责人举着一面锦旗走进建发局安全科，锦旗上写
着“服务企业一心为民，携手共建和谐社会”，该负
责人说，这是项目全体人员对建发局服务企业感
谢的心声，去年一年时间，开发区建设安全体验培
训基地为项目免费培训了1000多人次，如果在区
外，类似体验基地每人次培训费80多元，建发局不
仅全免费，执法人员还深入项目现场指导。
开发区建设安全体验培训基地搭建完成后，
成为建发局培训建设项目人员的依托，撞击、下
坠、人工呼吸等数十项体验项目让施工人员提高
对安全的重视及自救互救能力，而内部的培训室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北京市出台的建设系统
相关法规条例及办法，开发区的新要求及日常业
务培训都在这里进行，让建设项目人员能识别安
全隐患，更有能力消除安全隐患。
在建发局的培训指导下，建设系统安全标
准化、智慧工地等工作不断推进，三年中38个项
目被评为全市“样板工地”、101个项目被评为全
市“绿色工地”。各施工项目管理也走向了智慧
智能化，刷卡进施工现场、远程视频监控、远程
施工指导等智慧功能，让开发区施工环境越来
越安全、稳定。

劳动争议白皮书（2014-2017）发布

开发区劳动形势整体和谐稳定
本报讯（记者 于晓玲）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劳动争议白皮书（2014-2017）日前发布，白皮
书就近几年来开发区劳动关系的总体形势、变
化、劳动争议类型及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并
列举10个典型案例，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提供了
对策和建议。
根据白皮书所示，2014年以来，由于经济结
构优化升级、发展动力转换以及非首都功能疏
解等多种因素叠加，开发区企业行业走向发生
明显分化，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减员增效、关停
并转迁，投资结构发生变化，资本与技术密集型
企业逐步成为主流。开发区社会经济步入一个
新时代，开发区劳动关系也随之开始具有新的
变化，劳动争议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
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17年期间，开发区
仲裁委年均受理案件1276.75件，个案诉求金额
达到10万元以上共计455件，整体呈现出案件数
量高位运转、诉求多金额大、案情日益复杂、小
微企业劳动关系不稳定等特点。主要争议类型

有因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内部架构调整导致解
除的争议，涉及业务提成、奖金、绩效考核的争
议，涉及竞业限制的争议，涉及多个主体流动用
工的争议，涉及跨区域用工的争议以及涉及三
期女职工、泡病号的案件等争议类型。
针对这些问题，开发区人劳局通过购买服
务、选聘兼职仲裁员等方式增加工作力量、推行
流动公开庭、创办仲裁大讲堂、加强案例研讨和
裁审衔接、加强部门联动和区域联动等多种举
措，从而使区内劳动关系整体处于和谐稳定，基
本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
良性运行格局。
除此之外，白皮书还列举了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对企业提出了多种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这让诺
莱特移动通信配件北京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杨
晓云直呼十分受用：
“作为公司人事部门，处理好劳动
关系十分重要，这本白皮书从用工形式、劳动争议类
型等方面都分析得非常清楚，为我们以后去应对具
体劳动争议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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