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槐房再生水厂， 百余名市民参观了如地下宫殿般的生产车间；
在城北的牡丹园，牡丹集团还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外国使节；在北京
茶叶博物馆，30余位市民品饮茗茶， 感受茶文化……6月10日，“喜迎
十九大·走进新国企”第二届“首都国企开放日”启动仪式在北京排水
集团槐房再生水厂举行。此次活动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北

京市国资委、北京市教工委、北京市旅游委、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妇
联、共青团北京市委和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

记者了解到，此次开放日活动面向万余名市民，同一天开放119
家国企供群众免费参观。其中，北京市属企业93家，中央在京企业16
家， 区国资委隶属企业10家。2017年国企开放日总开放线路总数达

132条，比去年提升了32%。其中，外埠13条线路。具体132条线路中有
工业企业30条，商业企业30条，建筑及房地产企业17条，交通企业22
条，农业企业22条，博物馆5条以及企业学校6条。今年，有将近五成的
线路是去年未和大家见面的。

同时，活动开展了摄影比赛，并充分发挥北京市国资委官微“国资

京京bj”功能，开设照片、视频互动区，动员参观市民拿起相机、手机记
录看到的国企精彩瞬间。对好的作品，主办方将采取适当形式通过各
大主流媒体及新媒体进行集中展示。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将根据公众
反映和企业参与程度，在132条线路中评选出20条线路，作为第二届
“首都国企开放日” 精品线路进行推广宣传。

6月10日， 北京茶叶博物馆迎
来了30余位市民，大家兴致勃勃地
欣赏了茶艺表演，并在古琴古乐声
中品饮茗茶，感受茶文化。

市民们跟随讲解员的解说，参
观了北京茶叶博物馆，通过茶知识
展示及声光电科技复现，全面了解
中国茶叶茶具及茶文化的发展历
程、茶人著述等知识。他们还饶有
兴致地在二商京华茶业公司精心
准备的茶叶展台区，与茶专家互动
交流，深入了解茶叶知识。

“以前就知道喝茶， 真不知道
喝茶还有这么多讲究，这里面蕴藏
着一种文化。” 市民张大爷和老伴
儿一起参加此次活动，感到很有意

义，很长见识。
在茶博馆的镇馆之宝———普

洱金瓜贡茶展区前， 参观者们纷
纷驻足， 拍照留念。 普洱金瓜贡
茶， 俗称 “人头茶”， 是200多年
前 的 云 南 进 贡 给 清 朝 宫 廷 的 ，
1964年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转交给
北京二商京华茶业有限公司 （前
身为北京市茶叶加工厂 ） 收藏 ，
有 “普洱茶太上皇” 之称， 是现
存陈年普洱茶中的绝品。

一路行程，一路茶香。在北京
茶叶博物馆， 市民们纷纷拿起相
机、手机，记录下活动的精心细节
和精彩瞬间，也记录着老字号企业
的品牌故事。

北京茶叶博物馆： “喝茶原来还这么多讲究”
“真的太棒了。” 一名外国使

节徜徉在高科技的享受中。 6月10
日， 北京牡丹电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吸引了一队队的参观者， 一
波又一波外国使节也前来参观。

作为北京电子工业著名的传
统电视生产商，牡丹集团实施“传
统产业 +互联网”的“智慧+”新战
略， 正式迈入了工业互联网时代，
步入智能制造服务领域。

记者看到， 本次开放活动中，
牡丹集团围绕智能制造服务平台
（IMS平台） 在科技园区中的建设
和应用，精心设计了“智慧办公、互
联生活、聚合支付、众创空间、大数
据舆情、AR/VR体验、 视联网”等

参观体验活动，蕴含在体验项目中
的移动互联、人工智能、云计算、广
播电视地面无线传输等技术手段
若隐若现、表露无疑。 而通过增强
现实技术进行的智能制造 “智
慧+”服务平台（IMS）新产品发布
会，更是美轮美奂、鲜艳亮丽，令人
目不暇接、精彩纷呈。

近年来，牡丹集团强化创新科
技的研发和应用，构造了相对完善
的企业级创新创业体系。这次活动
中推出的牡丹智能制造服务平台
（IMS）， 更是集“互联网、物联网、
‘务’联网、视联网”各种网络融合
发展为一身，充分体现了集团创新
求变的力量和创业求进的精神。

牡丹集团： 参观者中多了不少外国使节房地集团： 大学生惊叹物业“云”服务
在房地集团 天 岳 恒 公 司 的

96139报修云服务平台工作现场，
参加国企开放日活动的北京建筑
大学的学生们感到了惊奇。 原来
物业不光是家门口的事儿， 通过
一间24个席位的报修服务平台 ，
可以掌控分布在全市的物业服务
点， 满足业主需要。

参加国企开放日的同学， 大
多跨入大学校门不久。 带队老师、
北京建筑大学学工部王梦鸽说 ：
“国企开放日可以让同学们更好地
了解企业文化 ， 指明工作方向 ，
让他们了解自己所学的书本知识
在现实中如何应用。”

在报修服务平台，还有同学系

上丝巾、戴上耳脉，体验了一下客
服工作。 随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 同学们还参观了西罗园锅炉
房。 一进锅炉房，同学们就纷纷举
起手机给锅炉房拍照，许多人都是
第一次进入到供暖设备的厂房。

参观结束后， 来自北京建筑
大学的师生对 “老国企” 的传统
物业 、 供暖模式有了新的认知 ，
并对公司的 “云” 服务表现出极
大的兴趣。 不少学生表示， 此次
参观让他们受益匪浅， 在今后的
学习中， 将参观所学所感应用到
专业的学习中 ， 做到学以致用 ，
希望在毕业后， 加入天岳恒这个
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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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夜莺 ”、“小黄蜂 ”、“绿萌
蛙”、“电蓝兔”……6月10日上午的
四惠公交枢纽内，一场别开生面的
“为爱车‘出名’”活动拉开了2017
首都国企开放日公交集团专场的
序幕，400余名市民齐聚这里，感受
“公交嘉年华”的多彩活动。

四惠公交枢纽是北京公交集
团两条开放日线路的首站。“公交
嘉年华” 由北京公交全明星车展、
为爱车“出名”评选、小画家“绿色
出行”画展、“牵手百年”浪漫巴士
和北京公交“嘉年华”专题摄影大
赛等系列活动构成。

“这款车不仅美观， 而且很环

保，一定要点个赞。”在步道两侧的
展区中，北京联合大学的李博文给
自己心仪的车型贴上了心型贴纸。
据了解，“嘉年华”活动中共展出了
28部涵盖了北京公交在绿色环保
方面最先进的主力车型，包括最新
式的纯电动车、双源无轨电车和超
低排放的清洁能源车。其中最长的
车是18米通道车， 最小的车只有6
米长的“小黄蜂”。

每部车前都会摆放一个卡片，
上面备选的两个名字都是由网友
通过微博、微信票选出来的，参观
市民则可以现场投票，“为爱车出
名”，选出心目中的那个“外号”。

公交集团： 市民现场为爱车选“外号”

6月10日， 北京轨道交通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向市民开放了地铁
八号线三期王府井站的施工现场，
而作为对口专业的北京交通大学
在校学生有幸成为第一批参观者。

轨道公司的负责人首先向参
访人员介绍了公司发展情况。 在
听完介绍后， 23名大学生迫不及
待地走进建设工地。

进入隧道内， 映入眼帘的是
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风水管及动力
电缆， 各管线悬挂标识， 清晰明
了。 隧道洞顶上一条笔直的黑色
粗管正是二级硬质风管， 利用横

通道内的排风机， 将新鲜的空气
直接送至掌子面。 在横通道竖井
侧端头， 车挡装置， 与横杆护栏
及车辆保险绳联动成为电动三轮
车装卸渣土的 “三保险”， 在红绿
报警灯的指示下， 电动三轮车井
井有条， 规范作业。

在现场， 参观的大学生就一
边看一边记。 此次活动学生方负
责人、 校团委学生干部王璐琰告
诉记者， 此次参观活动不同于以
往的进办公区座谈， 而是近距离
参观， 可以到生产一线， 报名的
学生非常踊跃。

北京轨道交通： 交大学生走进隧道施工现场

“要不是门口有 ‘马家楼分选
转运站’ 几个大字， 我还以为走
错了地方……” 在位于南四环的
北京环卫集团固废物流公司马家
楼分选转运站， 前来参观的高中
生鹏鹏说， “我没有闻到一丁点
儿垃圾的臭味， 眼前这座带有玻
璃幕墙和黑色、 橘色金属板拼接
而成的主体建筑， 看起来更像一
座艺术馆， 真没想到它竟然是用
来分选、 压缩、 转运垃圾的！”

6月10日， 北京环卫集团旗下
京环科技公司和固废物流公司马
家楼分选转运站敞开大门， 百余
名市民前来参观。 许多市民都对
垃圾分类问题十分感兴趣。

“每天， 都会有来自东城、 西
城、 大兴和朝阳部分地区的生活
垃圾被运送到我们这座分选转运
站。 在这里， 这些生活垃圾要经
过滚筒筛筛选、 磁力分选、 风力
分选等多种方式的处理。” 在马家
楼分选转运站中控室， 工作人员
结合屏幕中的作业画面， 全面细
致地向市民介绍垃圾分选工艺 、
全密闭除臭工艺和渗沥液处理工
艺等。

与此同时，位于北京环卫集团
京环科技公司的“生活废弃物的力
量”科普场馆也挤满了人，前来参
观的市民热情高涨，对环卫行业当
今的科技发展充满了兴趣。

环卫集团： 真没想到垃圾转运站这么漂亮

住总集团：“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
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究竟是

什么意思？ 这样的房子牢固吗？有
哪些好处？ ……正是这些疑问，吸
引了来自通州区的50余名市民，走
进北京住总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
去亲身了解装配式建筑的魅力。

在北京住总国家住宅产业化
基地，参观的市民们在专业讲解员
的全程引领下，首先来到了展示中
心。 展示中心以声光电的形式，生
动形象地向参观者展示了关于装
配式建筑的方方面面，突出“像造
汽车一样造房子” 的先进建筑理
念，让人们直观地了解到装配式建
筑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听着专业讲解员的介绍，看着
身边的展板和模型，咨询着自己好
奇的问题，市民们一点点地吸收着
关于产业化住宅的相关知识，感受
着绿色建筑领先技术。提起自己参
加住总开放日活动的初衷，20多岁
的李金鑫表示：“就是看到‘像造汽
车一样造房子’这个题目，引起了
我极大的兴趣。所以就和几个好朋
友一起报名来到了这里参观。”她
说，“我就想看看，这样造出来的房
子包含着哪些秘密。没想到，在这
里我还感受到了住总在建设中的
用心、创新，体验到科技引领、智慧
建造为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

6月10日，京粮集团宣布，京西
最大的进口商品跨境直销中心、天
津自贸区环球购在京唯一一家体
验店———“京粮点到O2O跨境商品
直销(体验)中心”正式开业。当天，
该中心吸引近300名市民前来体
验，感受传统国企进军互联网+产
业发展的新成就。

记者注意到，该体验中心设有
欧美馆、韩国馆、东南亚馆、俄罗斯
馆、日化馆、洋酒馆共6个主题馆，
经营面积2600平方米，经营商品涵
盖了韩国、德国、台湾等全球共57
个国家和地区20000多个品类的进

口商品。
“体验中心以‘线上购物、线下

体验’为特征，充分利用跨境商品
直采，专区专柜体验，便捷线上购
物等新零售方式，各个主题馆商品
类型丰富多彩，所有商品全部为一
手货源，由海关进口报关后直接运
抵，省去了中间环节，商品品质价
格均有可靠保障。” 京粮集团相关
负责人表示，未来，中心将围绕京
粮集团“一链两翼三平台”的战略
及“一轴两核六平台”的电子商务
发展规划，为实体商户提供可持续
的综合运营服务平台。

京粮集团： 从“米袋子”到跨境电商

北京邮政： 在美猴王邮局感受不一样的邮政绿
走进设计别具一格的美猴王

邮局，参观的市民惊奇地看到了水
帘洞的布景和“孙悟空”手持金箍
棒迎接大家 ，3D布景仿佛让大家
置身于花果山水帘洞中……6月10
日，在首都国企开放日，市民相约
来到美猴王邮局感受不一样的邮
政绿，感受首都国企的新变化。

参观美猴王邮局的六小龄童
博物馆，观看了六小龄童老师自导
自演的“苦练七十二变，笑对八十
一难” 的美猴王精神的宣传片，市
民徜徉在此，发现制作精美的西游
记或生肖等主题集邮票品，还可参
观体验邮政企业打造的电商平
台———邮乐购旗舰店，感受邮政企

业在社会发展中与时俱进的新变
化。此外，在美猴王邮局局长洪飞
雪的邀请下，参观市民还纷纷现场
书写家书，向家人、朋友寄送真挚
的祝福，感受久违的书信文化。

美猴王邮局是北京邮政朝阳
区分公司在2016年以生肖文化为
主题建立的特色主题邮局，全称为
“美猴王”生肖文化主题邮局，分为
实体邮局 （线下 ）与虚拟邮局 （线
上）两部分。据美猴王邮局局长洪
飞雪介绍，美猴王邮局将汇聚全国
所有生肖主题邮品，成为生肖集藏
圣地。此外，未来将结合实体邮局
相继开展生肖主题活动、明星影迷
见面会等。

6月10日， 上百名北京市民走
进北京龙徽葡萄酒公司开办的龙
徽葡萄酒博物馆， 了解葡萄酒的
酿造过程。

一大早， 市民就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进入博物馆， 边看边聆听
葡萄酒制作的工艺。 在产品展区，
汇集了龙徽葡萄酒的全系产品 ，
其中有一瓶薄荷蜜酒格外引人关
注， 因为它是毛主席送给尼克松
总统的国礼， 是中美建交的 “见
证者”。 看到 “莲花白”， 一位60
多岁的女士脱口而出： “这酒那

时卖3块多钱。” 在地下的酒窖里，
直径超过两米的橡木桶整齐地排
列在那里。 孩子们饶有兴趣地观
察着橡木桶， 感受着老手艺人的
岁月传承。

参观结束后， 一位市民高兴
地说： “这是我第一次全面了解
葡萄酒酿造过程， 了解到酿酒工
人的艰辛。 同时也看到了耳熟能
详的葡萄酒品牌， 仿佛回到了几
十年前。 这次带孩子来参观， 也
是让他了解葡萄酒， 了解老北京
的老品牌， 也是一种传承吧。”

龙徽葡萄酒博物馆： 葡萄酒是这样酿成的

二七机车公司： 特色厂房成了剧组取景“当红”地
6月10日上午， 市民们在讲解

员的带领下经西门进入中车北京
二七机车有限公司厂区，参观了有
116年历史的欧式建筑群， 随后参
观了大型养路机械制造车间、机车
总组装车间、转向架车间，并在沿
途参观了多部影视剧的拍摄地。

作为我国首台出口欧盟机车
走出地、 我国首台多功能高铁救
护车的研制地的百年老厂， 二七
机车公司的厂房兼有历史的厚重
感和现代企业文化氛围， 参观人
员在大型养路机械制造车间了解
了组装过程， 在机车总组装车间

既观摩了老厂房、 老天车， 又纷
纷登上现代化机车进行体验， 最
近距离的接触机车。 市民王女士
表示，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富有年
代特色的厂房文化， 共和国发展
到今天的样子来之不易， 应该感
谢那些默默付出的一线工人。 此
外， 厂房保留了部分近代工业的
风貌， 也因此成为各大剧组拍摄
取景的 “当红” 地， 电视剧 《大
工 匠 》 、 电 影 《 匆 匆 那 年 》
《卡拉是条狗》 等一大批影视作品
都曾在此取景， 参观市民也纷纷
在此合影留念。

星海钢琴集团： 智能钢琴成了家庭音乐娱乐中心
6月10日， 近100位市民走进

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 探
寻乐器制造的秘密。

在星海钢琴品牌体验展厅，市
民们惊奇地看到星海最新研发的
智能钢琴成为一台家庭的音乐娱
乐中心。 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大
人小孩纷纷上手，开始体验智能钢
琴学习、乐曲互动，欣赏名作，乐趣
十足。

在星海音源分厂、 机芯分厂、
总装分厂的生产线，市民们了解到
乐器之王———钢琴的发声原理和

结构， 全面参观钢琴制作的全过
程。从第一根琴弦到钢琴出厂前的
最后一道工序，感受星海企业现代
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听工作人员揭
秘钢琴制造环节，解疑一台好钢琴
的材料奥秘， 钢琴是如何发声的，
全身大部分是木头的乐器为什么
起了一个“钢”的名字，购买和保养
钢琴都有哪些小窍门。零距离的接
触到钢琴这个由近万个零件，历时
百天的复杂乐器制造过程。在星海
签约小艺术家的优美钢琴声中，市
民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参观。

6月10日， 北京现代沧州工厂
迎来了一批特殊客人———参加“首
都国企开放日” 活动的北京现代
VIP车主团、媒体团、北京现代北京
工厂职工代表及员工家属团。

“太震撼了， 竟然有这么多机
器人 。” 几位车主刚进入车身车
间， 就被一众机器人分工明确的
作业场面吸引住了。 据车身焊接
车间相关负责人介绍， 车间共有
300台机器人， 100%实现了焊接
自动化， 同时还采用清洁机器人
自动清洁车身。

在参观中， 有位车主提出疑

问： “现在国家对环保要求越来
越高， 这么大的工厂， 在生产过
程中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呢？” 沧
州工厂相关负责人答道： “作为
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北京现代以
‘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创造一片
美好的蓝天’ 为己任， 所有的工
业废水和废气排放要求都是高于
国家标准的。”

参观过程中， 大家在摆渡大
巴上体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班
车上的党课”。 “正能量满满， 感
觉又一次沐浴在温暖阳光下。” 一
位参观者如是说。

燃气集团： 市民5S店里感受安全用气
6月10日， 近40名首都市民走

进北京市燃气集团， 深入了解了
北京燃气的发展历程以及燃气职
工为首都社会、 经济、 环境发展
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北京燃气总部大楼， 来自
平谷、 昌平、 通州等远郊区县的
市民对农村煤改气的话题非常感
兴趣。 市民张树岩表示， “以前
对煤改气不了解， 这次让我们开
阔了眼界， 了解了天然气的好处，
以后一定要支持农村煤改气， 支
持咱们首都国企。”

在参观生产运营调度大厅和

96777北京燃气客服中心的过程
中， 市民们还不时提出问题， 都
得到了工作人员的认真解答。

“您看我们家厨房有必要安装
燃气警报器啊？” “壁挂炉是越大
越好吗？” 在北京燃气一分公司西
直门社区服务中心（5S店）， 不少
市民围着店里的工作人员咨询燃
气胶管更换、 燃气用具使用方面
的问题， 气氛热烈。 “没想到5S
店里还有这么多功能， 可以为用
户提供报装、 入户维修、 燃气用
品采购 、 燃气缴费等全业务服
务。” 来自昌平的康德军说。

6月10日， 中建二局北京金茂
丰台科技园项目活动现场， 吸引
了媒体 、 专家 、 网络大V、 小学
生、 大学生、 青年汇、 国际友人、
普通市民等共计500余人参加。

上午9时， 参观队伍集中进入
现场， 由专业讲解员持续2小时全
程跟踪讲解， 参观人员通过参观
企业文化展板、 一卡通门禁系统、
VR安全体验、 3D打印建筑构件、
现场绿色环保措施、 节能节材设
施及安全体验区亲身体验等30余
项观摩点， 让参观者深刻感受中
国建筑业正由中国 “质造” 转为

“智造”， 中建二局承建了全球施
工技术要求最复杂、 最严格的核
电站， 并将该管理、 技术推广至
全局所有项目， 让参观者深入了
解中国建筑行业以 “核电品质”、
“智造工地” 领跑于全球建筑业，
刷新和改变了参观人员对建筑行
业施工现场的认识和看法。

“中国的建筑使用这种方式对
工人进行安全教育， 我觉得非常
有创新， 体验过的人， 一定不会
再犯这种错误了。” 在VR体验区，
一位外国友人竖着大拇指对在场
的记者说。

中建二局： 市民感受建筑业的“中国智造”

北京现代： 机器人作业场面吸引市民眼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