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岛别看离我家这么近 ，
以前也都是从电视上才看得见。
今天我也能走走国家领导人走的
路 、 到大场面的大会议厅去参
观， 这儿比我在电视上看见的还
要好。 雁栖岛一建， 我家周围的
环境也都跟着好起来了……” 在
开放试运行第一天， 家住怀柔的
王阿姨在社区的组织下第一次登
上北控雁栖岛， 边参观边不时地
用手机拍照。

7月14日起，“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主会场所在的北控
雁栖岛， 面向社会团体公益开放
（试运行）。 今后社会团体可以通
过北控集团网上平台进行预约，
到怀柔雁栖湖零距离感受 “一带
一路”风采和大国会议风范。

作为北控集团在雁栖湖畔的
“掌上明珠”，如今，北控雁栖岛向
社会团体公益开放（试运行）。 为
使社会公众能够获得更好的参观
体验， 北控集团制定了北控雁栖

岛向社会团体开放办法及预约方
式。 社会团体可登录北控集团网
站 （www.begcl.com）或官方微信
公众号“北控集团”进行预约。 对
于军人、 优秀党员代表、 英模团
体、优秀教师团体、三好学生团体
等优秀团体， 北控将安排优先参
观，逢劳动节、青年节、建军节、教
师节、重阳节等主题节日，也会优
先向特定群体开放。 参观后大家
可通过北控集团微信公众号留下
参观感言， 北控对于获赞率高的
留言将予以适当奖励。

北控雁栖岛与日出东方酒
店、 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同属于
北控集团自筹资金开发建设的绿
色生态示范项目———北控雁栖湖
国际会都。其中，北控雁栖岛上建
筑包括北控雁栖湖国际会议中
心、 雁栖酒店、 雁栖塔及12栋别
墅，总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北
控雁栖岛作为“一带一路”的“起
点”，在峰会期间亮出了高规格的

服务水准， 将丝路文化融入服务
保障，让八方来客记忆犹新，向世
界展示了雁栖湖的“峰会范儿”。

根据市委市政府对雁栖湖区
域的“国际交往区域”功能定位，
近年来， 凭借与众不同的环境优
势、 完善的硬件设施以及发展理
念， 北控雁栖岛吸引了众多国际
大会相继举办。 APEC会议、世界
水电大会、“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G20能源部长和科技创新部长会
议、“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等国际大会频频落户， 使雁栖
岛声名远扬。

在北京顺义区天竺镇薛大人
庄村府前二街的一处路段南侧，
挖掘机和卡车络绎不绝， 戴着安
全帽的工人们在骄阳下干得热火
朝天， 他们脚下是一大片准备改
造的空地。 在这块顺义区 “散乱
污”整治的主战场，小王辛庄村村
民刘建军说：“以前这里脏乱差，
交通不便，环境污染。现在该清走
的都清走了， 还能建很多对村民
有利的设施，我们觉得很幸福。 ”

连续8天出动5250人次
组合拳整治 “散乱污”

在环境整治现场， 天竺镇镇
长杨登科指着身后的空地说 ：
“以前这里规划混乱 ， 出租房 、
洗车房、 无证无照的小饭馆等错
综分布。 过去十几年整治得也不
是很彻底， 成为一块顽疾。”

顺义区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
护工作， 在近期集中力量打响了
环境整治的攻坚战。 针对该村私
搭乱建、 侵街占道现象泛滥， 治
安隐患突出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重
点问题， 天竺镇通过前期14天的

宣传劝导 ， 全村近50%的单位 、
商户及个人配合政府自行整改。
6月7日至14日， 顺义区、 天竺镇
连续8天进行区镇两级联合执法，
共出动5250人次 、 作业车辆220
车次； 取缔无证照经营及小散乱
污企业185家； 消除各类隐患900
余个； 清除区级环境台账276宗，
组合拳取得瞩目战果。 “目前，
我们正平整整治后的土地， 后期
将会建设休闲娱乐场所， 安装路
灯、 加强绿化。”

三级网格234名网格员
“网格化” 治理成效显著

顺义区李桥镇是北京城市副
中心建设与临空经济示范区创建
的重要节点。 但交通便捷导致大
量外来人口涌入， 使镇内社会环
境秩序阶段性恶化， 水、 电、 气
等资源紧张， 远远超出镇域实际
承载能力， 诱发违建高发， 环境
质量不高， 部分地区扬尘指数和
PM2.5浓度居高不下。

据镇上负责人介绍， 从今年
2月底开始， 李桥镇动员所有机

关干部、 村两委、 党员对镇域内
个体户、 规模以上企业、 设施农
业、 无证无照经营单位进行地毯
式摸排， 实行 “朝六晚九” 的作
息时间， 放弃周六日和法定节假
日 ， 打响了治理 “散乱污 ” 企
业攻坚战。 建立了 《经营性主体
监管台账 》， 上账单位2564家 ，
同时对违法建设、 无证照、 直排
污水废气的一律清退； 对证照齐
全、 环保设施不全的一律停业整
顿； 对证照、 环保设施齐全， 但
生产工艺运转不到位的， 请环保
部门给予指导。

李桥村七片网格员吴立国介
绍， 全镇共划分1个一级网格，镇
长为网格长；34个二级网格，各村
（居）委会书记为村（居）网格长；
123个三级网格片区， 234名网格
员加强巡查、监督、防控，并建立
网格员微信群， 将重难点位和问
题实时上传、解决。

顺义区发改委主任郑晓辉介
绍， 该区 “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
项行动整体进度已达到 80%左
右 。 整治无证无照经营3800户 ，
开墙打洞404处， “散乱污” 企
业54家， 拆除违法建设面积261
万平方米。 和顺义区相关的8大
项12小项专项行动任务中， 已有
10项提前完成， 5项超额完成， 9
项完成进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4项完成进度排名全市第一。

郑晓辉表示， 日后顺义区将
恢复绿化景观面积4.5万余平方
米； 同时用违法建设、 违法占地
拆除后的收回可利用土地， 建设
停车场等静态交通设施， 全区新
增停车位1500余个， 补齐交通设
施短板； 另外， 统筹做好低端市
场疏解与便民服务设施建设相结
合 ， 对原低端市场进行升级改
造， 消除公共安全隐患， 完善公
共服务设施。

———顺义区集中整治“散乱污”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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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加减乘除” 为居民办好家门口的事

展览路年内蔬菜零售网点全覆盖

昨日， 记者从展览路街道生
活性服务业网点规划布局发布会
上了解到， 今年该街道计划自行
建设和规范20个蔬菜零售网点。
目前已完成升级改造百姓生活服
务中心及新建蔬菜零售网点12
处。 年内地区蔬菜零售网点总数
量达到34家， 实现辖区全覆盖。

阜外、 西外年前建成百
姓生活服务中心

早餐、 家政、 修理、 美容美
发……据统计， 展览路辖区内现
有生活性服务业基本业态网点
248处。 其中， 由大型购物超市、
百姓生活服务中心、 已规范的标
准化菜店和社区菜店构成的蔬菜
零售网点共有26处。 按照西城区
街道生活性服务业网点规划布局
标准， 到今年年底， 展览路街道
蔬菜零售网点将实现全覆盖。

展览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 在现有蔬菜零售网点的基础
上， 街道计划于年底前分别建成
阜外百姓生活服务中心和西外百
姓生活服务中心； 同时， 将借助
疏解整治腾退后的空间， 在三塔
社区、 北营房西里社区、 万明园
社区等6个蔬菜零售网点布局相
对薄弱的社区， 再建设6处蔬菜
零售网点， 以达到蔬菜零售网点
社区全覆盖的目标。

用 “加减” 法做好生活
性服务业

“在服务模式方面 ， 近年
来， 我们始终坚持及时了解与回
应群众需求， 做好生活性服务业
的 ‘加减乘除’。” 展览路街道相
关负责人介绍， 街道通过在业态

集成上做 “加法” 的方式， 让老
市场焕发新颜值。结合现有“一刻
钟社区服务圈” 便民网点和群众
实际需求， 街道将原有的规模较
大的老旧市场提升为区域百姓生
活服务中心。在购物距离上，街道
尝试通过做“减法” 的方式，充分
利用社区现有商业设施资源，在
疏解“七小”业态的同时，引入标
准化便民菜店， 满足了社区居民
就近购买蔬菜肉食的需要。

“我们还通过试点先行、 全
面铺开的原则， 推进辖区便民菜
店， 目前， 便民菜店已经从2家
发展到10余家。” 该负责人表示。

引入线上线下结合的
O2O平台

当前，O2O服务引领着消费
的新风潮。 对此，街道提出“零距
离、云服务”的“乘法”理念，在布
局社区生活性服务业网点时，借
助现代科技手段， 发挥大数据优
势。 记者了解到，目前，街道已经
引入了国安社区、 易家修等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O2O服务平台。

此外， 在统筹规划方面， 街
道坚持以绿色 、 便利 、 精细的
“除法” 原则科学布局生活性服
务业网点。 今年以来， 展览路地
区封堵 “开墙打洞” 商户902家，
治理有证有照 “七小” 业态282
家， 无证照商户实现动态清零。
以南营房百姓生活服务中心为
例， 升级改造前， 这里的商户摊
位共214个 ， 经取缔低端产业和
不规范摊位后， 摊位数量减半至
107个， 原市场每天产生的垃圾
从5吨下降到了如今的1吨， 有效
改善了周边区域的环境品质。

昨天，海淀区毛纺北小区4号
楼正进行电梯加装施工 ，8月中
旬，这里的居民将实现电梯上楼。

毛纺北小区建于1992年， 8
栋楼54个单元没有电梯。 小区里
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20%。 今年
初， 毛纺北小区被列入全市9个
新阶段老旧小区改造试点。

相关负责人介绍， 毛纺北小
区4号楼作为试点，已完成管线改
移。其中3单元电梯钢结构吊装完
成，1单元已在进行基础施工，计
划8月中旬完成电梯加装并进行
试运行，8月中旬全面推动其他楼
栋的电梯加装， 计划10月底完成
电梯加装，11月试运行。

按照北京市关于在全市开展
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试点工作
部署， 海淀区计划在29个街道开
展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试点工

作。 每个街道选取一栋总数不少
于3个单元门、 未设电梯的城镇4
层以上住宅楼房作为试点。

目前海淀区已开工在施加装
电梯的老旧小区有四个： 毛纺北
小区、 牡丹园小区、 柳北社区5
号院、 海洋社区。 截止到7月12
日， 已完成16部电梯加装， 17部
电梯正在施工。

据了解， 海淀区对既有多层
住宅增设电梯工作以 “政府引
导、 业主自愿、 免费安装、 有偿
使用” 为原则。 在运营模式上，
加装电梯按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相结合的原则， 采取租赁的模
式， 由实施主体筹资， 为既有多
层住宅增设电梯 。 同时 ， 按照
“谁使用， 谁付费” 的收费模式，
经实施主体与使用电梯的业主协
商， 收取合理的电梯使用费用。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海淀29个街道试点加装电梯

北控雁栖岛昨起对社会公益开放

“顺”应民意 还百姓一片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