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品味京味儿文化 传承非遗薪火” 首都女性庆祝 “三八”
国际妇女节107周年观演活动在老舍茶馆举行。 市妇联邀请到全国三
八红旗手 （集体）、 首都最美家庭及各行业基层女性代表300余人， 观
看皮影戏、 含灯大鼓等京味特色节目。 本报记者 任洁 摄影报道

首都女职工赏京味传统文化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
第三阶段启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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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公安改革让群众分享“平安红利”
□本报实习记者 闫长禄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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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冀互保
大兴支线构建进京第二通道

大兴支线工程起点位于大兴
区， 往南延伸至河北固安县， 将
连通北京南干渠与河北廊涿干
渠，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长46
公里的输水管线， 其中北京段长
约34公里， 14公里的新机场水厂
连接管线， 容积50万立方米的调
节池及一座加压泵站， 计划2018
年底具备通水条件。

市南水北调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 尽管按规划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每年可为首都调水10亿到12亿
立方米， 能有效缓解北京用水紧
张的局面， 但北京多年来水资源
严重短缺的状况未从根本上扭
转。 随着城市副中心、 新机场建
设等城市发展要求， 通州、 大兴
等重点区域分配到的 “南水” 远
不能满足用水需求。

而大兴支线工程将成为 “南
水” 除中线干渠之外的第二进京
通道 ， 而一旦中线干渠进行检
修， 也可借助这条输水线路保障
“南水” 顺畅进京。 此项工程可
为北京东南部区域提供更多 “南
水”， 实现新机场区域的双向供
水保障， 有效提升区域生产生活
用水质量， 支撑北京东南部重点
区域的发展建设。

记者了解到， 同时启动开工
的河西支线工程， 自房山大宁调
蓄水库取水， 新建3座加压泵站，
输水管线终点为门头沟区三家
店， 规划为丰台河西第三水厂、
首钢水厂、 门城水厂供水， 为丰
台河西第一水厂、 城子水厂及石
景山水厂提供备用水源 ， 计划
2020年具备通水条件。

工程将重点解决丰台河西及
门头沟地区的用水需求， 提高石

景山地区的供水安全保障， 也是
本市规划第二道南水北调水源环
线的一部分， 可有力促进非首都
功能向郊区疏解。

扩建增能
亦庄调节池扩建保障东部供水

去年6月， 南水北调北京配
套工程亦庄调节池一期正式竣
工， 南海子郊野公园多了一处能
看到 “南水” 的人工湖。 昨天开
工的二期工程建成后， 将呈现42
公顷的水面。 记者通过扩建工程
的效果图看到， 整个调节池一期
和二期工程相连， 二期水面宛如
一个 “如意” 形状， 将与一期形
成 “如意抱玺” 的水景观， 周边
还将栽上各种树木、 花草。 届时
将与南海子公园一起点缀城南新
的生态风景。

亦庄调节池扩建工程现场项
目部部长崔嘉介绍， 扩建工程位
于北京东南部南海子公园以东，
已建亦庄调节池 （一期） 工程的
东侧和北侧， 承担第十、 亦庄等
水厂的水源切换任务和近期通州
水厂的应急调蓄任务， 扩建调节
池调节容积207.5万立方米 ， 计
划2019年底主体工程完工， 届时
亦庄调节池调蓄量将达到260万
立方米。 调节池的扩建， 将为东
南城区联合调度创造条件， 提高
城市东南部特别是城市副中心的
供水安全， 改善周边生态环境。

作为水利工程， 亦庄调节池
承担第八、 第十、 亦庄水厂的水
源调节和切换任务， 保证东部和
东南部地区水厂供水安全。 “这
里就好像是南干渠和东干渠之间
的一个 ‘关节’， 如果遇到停水
等紧急情况， 调节池中存放的水
可以反向为这两个管线输水 。”
崔嘉介绍， 调节池另一个功能就

是分水， 通过给东部水厂供水，
能让亦庄和通州东北地区的居民
都喝上南水。

促进疏解
推进城乡供水条件均等化

“第三阶段工程将推进城乡
供水条件均等化。” 市南水北调
工程总设计师石维新表示， 本市
部分郊区新城和乡镇的居民供水
保障率较低， 城乡供水存在不平
衡情况， 亟需扩大南水北调供水
范围。 第三阶段建设完成后， 在
进一步提高中心城供水安全基础
上 ， 将有效提高城市副中心 、
新 机场等重点区域和房山 、 大
兴、 门头沟等新城的供水安全保
障， 并为 “三环” 水系、 永定河
平原段的部分河道提供新水补水
条件。

下一步， 本市将加快建设河
西支线、 团城湖至第九水厂输水
工程 （二期） 等在建工程， 提升
丰台河西、 门头沟及北部城区的
供水保障； 结合第一条南水北调
输水环路， 沿六环逐步修建第二
条输水环路， 为远郊区县和重点
新城打通水源输送通道， 进一步
提高门头沟、 昌平、 顺义等新城
和城市副中心等重点区域的供水
安全， 为各新城承接新产业、 新
功能提供保障； 规划河西支线海
淀山后隧道、 稻田水库调蓄等工
程并新建多座水厂， 优化城乡供
水格局。

群众安全感连续10个季度在
城六区保持第一； 110警情、 刑
事立案同比分别下降了18.1%和
24%； 913个社区实现一村一警、
医院和校园周边秩序类警情分别
下降了39.3%和16.7%……

近日， 记者从海淀公安分局
了解到，海淀警方先后打掉了“龙
商会”网络涉医号贩子团伙、颐和
园黑导游犯罪团伙等一批案件，
全年涉黄、涉赌、盗窃非机动车警
情同比分别下降51%、51%、2.7%。
能够取得如此战果， 海淀公安分
局依靠的不再是单一的 “人海战
术”而是近年来推行的“自上而下
的”改革。

“大数据” 技术是关键
海淀区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核心区，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
首都科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和作用。 为此， 海淀公安分局将
“大数据” 引入到改革之中， 自

主研发了 “一键搜” 信息应用系
统， 实现了合并查询检索， 不仅
兼顾了查询检索与关联拓展功
能， 打破了信息壁垒， 而且还提
升了信息查询研判效能， 通过研
发图像智能比对检索系统， 整合
了视频图像系统， 建立了多个热
点图像采集点位。 2016年8月系
统试运行以来查控嫌疑人500余
次， 破获刑事案件130余起。

基层警务队伍是核心
记者了解到， 海淀公安分局

部署辖区派出所创建了综合指挥
室， 整合勤务指挥、 视频监控、
情况综合、 合成作战、 后勤保障
等5个岗位职能， 实现了基层派
出所对最小作战单元、 单兵的统
一指挥调度， 实现了警务模式由
人力密集型向科技效能型转变、
由单一部门牵动向多警合成联动
转变、 由专项整治向常态化管理
转变。

“执法规范化” 是根本
海淀公安分局在创建全市首

家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基础上，
不断与区检、 法、 司部门密切配
合， 建成了速裁办公室、 速裁法
庭、 法律援助律师室和视频会见
室。 去年全年累计办理速裁案件
750余起。 记者了解到， 下一步，
海淀分局将加快推动涉案物品管
理中心建设， 尽快实现一站式收
物、 存物、 保管、 鉴定、 处理、
审批、 预警、 监督的司法赃证物
“公务仓”。

3月20日上午， 在西城区德
胜街道新北社区居委会活动室
内， 一场特殊的居民联合议事会
召开。 除街道第二家养老驿站的
设计方案新鲜出炉， 居民代表要
了解设计规划提建议外， 更受大
家关注的就是， 今年新开辟的位
于新街口外大街甲8号的便民菜
站， 需要招入一家 “靠谱” 的经
营商。 经营商选哪家？ 要由居民
自己投票说了算。

“开墙打洞” 治理成果
规划养老驿站和便民菜站

早上9点， 来自德胜街道新
北、 新明两个相邻社区40位居民
代表陆续来到新北社区居委会
内。 “我们这两个社区一是老年
人口多， 养老需求高； 二是周围
没有距离比较近的菜市场， 买菜
要坐好几站车去超市， 实在是不
方便。” 来自新明社区的居民张
阿姨说。 年前， 街道社服中心来
社区搞调研， 把反映的问题进行
了统计， 结果不久就决定要建菜
站和养老驿站。 “真是解决了我
们最渴望解决的问题， 关键是街
道还愿意听取居民的意见。 作为
居民代表， 我要好好履行职责。”
新北社区居民李秀英说。

记者了解到， 这两项民生工
程能够顺利开展， 得益于德胜街
道的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中做出
统筹规划。 在行动中， 街道对新
街口外大街甲8号的 “开墙打洞”
行为进行治理， 并将治理完成后
的386平方米底商承租下来整体
统筹规划。 根据前期调研结果，
街道从解决居民实际需求出发，
将此处规划为养老驿站， 并在其
南侧划出约80平方米， 作为便民
菜站为居民提供服务。

3家供应商负责人
现场陈述比拼优势

会议现场， 居民们先是听取

了菜站供应商对菜站经营理念、
优势的现场陈述。 来自北京福临
大地商贸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第一
个上场陈述。 “我们的蔬菜水果
很多都来自原产地， 大家不用走
远路就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和质量
上乘的米面粮油， 还可以帮老人
送货上门。 菜价相对来说比较便
宜， 如黄瓜1.5元一斤、 鸡蛋2.48
元一斤。” 听到价格， 台下的居
民代表纷纷点头。

记者了解到， 当天竞争的3
家菜站供应商是通过西城区菜篮
子联合会推荐以及社会企业报名
产生， 都有较为优秀的服务资质
和菜站经营经验。 其中新发地百
舸湾农副产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在新发地市场租用了3000余平方
米场地作为配送中心， 北京福临
大地商贸有限公司有其他社区服
务店的服务经验， 北京宏远福源
商贸有限公司则是很多大企业的
供应商。

40位居民代表投票
菜站经营商自己选

“别的介绍的挺详细， 可是
你们都没有说这个经营时间， 我
想了解一下。” 3家菜站供应商陈
述完毕后， 一位居民现场提问。

福临大地的负责人抢先表
示 ： “我们冬天是早8点到晚8
点， 夏天可以提前到7点晚上可
以到晚10点。” 新发地的负责人
会心一笑， “我们比较早， 可以
从早上6点开始。” 鸿运福源的负
责人也不甘落后； “我们的营业
时间是根据时令变化的。”

随后， 40位居民代表每人一
票投票表决， 社区工作人员现场
验票唱票。 最终， 福临大地以38
票的绝对优势当选， 取得了菜站
2017年经营权。 “福临大地准备
得很充分， 蔬菜瓜果的价格也确
实吸引人， 而这些就是我们日常
所需的。” 居民王阿姨说。

德胜街道社区居民联合议事

菜站谁经营 居民说了算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刘辰 文/摄

人人勤勤春春来来早早

撸起袖子加油干

3月20日， 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程项目大兴支线工程破土动工， 标志着北京市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第三阶段建设正式启动， 这也是北京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 推进区域水资源统筹利用的重大举措。 同一天，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第三阶段
重点工程项目亦庄调节池扩建工程、 河西支线工程开始主体工程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