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上八路军军装， 重走八路
军战斗路， 聆听当地抗日英烈的
感人故事……7月14日， 德胜街
道总工会组织辖区的非公企业职
工来到 “平北红色第一村” ———
延庆区大庄科乡沙塘沟村进行爱
国主义传统教育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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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副中心工程建设进度与预期持平

市级机关年底可进驻城市副中心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彝族孩子在京城实现多个“第一次”130名中外大学生畅谈“丝路体验”

烧烤台彻底清除变身亲水长
廊， 圈地的停车位成为健身休闲
小广场， 连片烧烤帐篷被新种植
的月季和玫瑰所取代……门头沟
区开展永定河周边环境综合整治
行动，让永定河畔910余个烧烤聚
点变成5750平方米的亲水绿地。

妙峰山镇陈家庄村民的家与
亲水景点嬉水湾只有一河之隔，
环境整治之前， 十几个商户在河
对岸比着搭炉子， 出租给游客，
好好的河边烟雾弥漫 、 垃圾遍
地， 附近村村民早已怨声载道。

今年4月17日起， 门头沟区
集中对永定河沿岸环境问题开展
专项整治， 重点在全域范围内禁
止露天烧烤行为， 并对永定河沿
岸占地经营摊点 、 水上娱乐设
施、 广告牌等全部进行了清除。

妙峰山镇镇长姜春山介绍 ，
烧烤违建拆除后， 该镇在烧烤易
发的嬉水湾、 担礼公园等多个地
块组织开展绿化生态修复工程。
目前， 由村两委、 保安组成的巡
查队伍 ， 在嬉水湾 、 陈家庄广
场 、 担礼港湾 、 岭后垃圾填埋
场、 下苇甸大圆、 镇政府布置了
六个 “河长制”巡查站，24小时对
露天烧烤、 倾倒垃圾等违法行为
进行巡查， 并依托智慧妙峰综合
指挥平台的筹建，建立“河长制”
指挥中心， 将沿河和沟域关键节
点的摄像头纳入平台。

除了妙峰山镇， 门头沟区全
域各相关镇街都开展了相应的永
定河周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据

门头沟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整
治过程中， 区城管、 水务、 工商
等多部门联手 ， 对永定河畔烧
烤、 私搭乱建等乱象进行了集中
整治， 10日内完成了对境内102
公里永定河沿线周边环境的全部
整治工作。 截至目前， 各镇街组
织村民自行拆除和执法部门集中
拆除的烧烤点已有910余个。”

为保持整治成果， 门头沟建
立的百人巡查员队伍也立即上
岗， 三个月来每天分组分批巡查
永定河沿岸， 对违法经营和游客
的不文明行为及时监督和劝阻。
属地政府和工商部门将对违法商
户进行摸排和逐一告知， 如涉及
地霸、村霸等势力将从重打击。

“整治后，嬉水湾成了我们的
免费大公园。 ”一村民说，之前因

为脏乱又没地方停车， 最不愿意
让住在市区的闺女和外孙回来，
现在好景色回来了， 到周末一大
家人遛弯赏景，甭提多美了。

门头沟区区长付兆庚表示 ，
整治永定河周边环境既是保护生
态，也是服务民生。 今后，永定河
周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将持续开
展， 由区城管执法监察局等十余
部门组成专项工作组联合执法，
违法行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门头沟区还将充分发挥 “河
长”职能，将水岸线分段到村进行
管理保护，对违法行为“全天候”
监督举报处理，形成长效机制。同
时， 统筹实施永定河生态河流廊
道修复、清洁小流域治理、中小河
道治理等项目， 为市民营造更美
更好的宜居亲水环境。

7月15日， “一带一路青年
座谈会” 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 来自丝路沿线7所大学的
130余名中外学生参会。

“一带一路青年学习及交流
计划” 是由香港理工大学与西安
交通大学发起， 以丝绸之路大学
联盟及北京高校为平台， 获教育
部支持的青年交流活动。 2017年
的 “一带一路青年学习及交流计
划” 分西安段、 敦煌段、 哈萨克
斯坦段和北京段， 由明曦公益基
金会及香港理工大学共同主办的
北京段活动自7月14日起至17日

止 ， 其中 “一带一路青年座谈
会” 是北京段最重要的环节。

座谈会上除专家主题演讲
外， 曾经参与丝路交流活动中外
学生分享了他们的体验， 师生代
表探讨青年人在 “一带一路” 的
机遇和挑战。 除参加座谈会外，
学生们还将参观雁栖岛、 市属高
校， 到市政协参观学习等。

自去年开始， 北控集团领衔
的明曦公益基金会与 “丝绸之
路” 大学联盟合作推动 “一带一
路青年学习及交流计划” 并扩大
到北京市属高校。 今年北京的30

名学生会参加跨文化、 跨领域的
学习与交流之旅， 并将到西安探
访文化遗址， 分批前往敦煌与哈
萨克斯坦， 对比东西方之间的文
化差异， 开展课题研究。

7月15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官
方新媒体平台正式上线， 开启全
方位、立体化、全过程记录、展示
和传播副中心建设过程。今后，市
民可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公
号， 了解城市副中心建设进行的
系列政策及解读， 再现建设过程
和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

确保市级机关年底进驻办公
新媒体平台上线后， 立即有

市民关注并提出问题。 对于市民
关心的行政办公区能否保证年底
启动搬家，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
办公区工程建设办公室主任郑志
勇表示， 目前工程进展顺利， 建
设进度与预期基本持平， 可确保
市级机关年底进驻办公。

郑志勇说， 行政办公区现已
开工28项工程。 目前， 四套班子
和四栋委办局办公楼正进行楼内
二次结构砌筑、 机电管线安装及
幕墙施工， 计划7月底基本完成
外幕墙安装， 8月底完成封顶封
围， 12月底完成精装修、 机电和
信息化工程， 年底启动搬家， 明
年2月底全部竣工交付， 陆续进
驻办公。 室外小市政及园林绿化
等工程今年11月底前完成 。 1.2
平方公里一期工程配套的大市政
道路、 综合管廊、 雨水暗涵、 园
林绿化等工程今年底前完成。

装配式建筑大幅缩短工期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一期工程规模大、 时间紧、 任务
重、 难度高。 2016年6月底破土动
工、2017年1月底全面封顶。 两万
多名建设者在工程一线奋战，短
短7个月，实现四套班子和四栋委
办局办公楼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创造了“副中心速度”。

据了解， 建设实现装配式建
筑占比达到80%以上。 盖房子更

像是“搭积木”般地拼接组装。“装
配式建筑” 就是把原来需要在建
筑工地现浇成型的梁、 柱、 楼板
等，预先在工厂批量生产出来，再
运到现场组装、 搭建成一个完整
的建筑。 与传统浇筑式建造方式
相比， 大幅度缩短工期、 降低资
源能源消耗、 减少建筑垃圾和扬
尘噪声污染。

已开工建设的四栋委办局办
公楼全部采用装配式钢结构。 市
政府办公楼施工中将在墙板上采
用装配式施工的方式， 并不现场
浇筑， 而是将在工厂预制好的墙
板运到现场拼装。

拥有全世界最智慧地下管廊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工程建设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卫
东介绍， 行政办公区绿色施工比
例达到100%， 装配式建筑比例
不低于80%， 区域内绿色建筑二
星级达到100%， 绿色建筑三星
达到90%。 充分利用地热能、 光
伏发电、 智能配电等新技术， 达
到清洁能源利用100%。 采用全
光纤网络、 物联网、 大数据、 云
计算、 无线互联网等先进技术，
建设集约、 共享、 协同的区域大
数据中心。 这里还拥有全世界最
“智慧” 地下管廊， 并将在最复
杂的区段设 “观光示范段”， 普
通市民有望窥其真容。

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管廊一
期工程中， 有3条管廊采用箱涵
顶进工法。 管廊内布置给水、 再
生水、 热力、 燃气、 信息 （含有
线电视）、 电力、 真空垃圾等市
政管道， 共纳入8大类18种管线，
为行政办公区提供最安全可靠、
集约的市政公共网络， 同时引入
了三维仿真技术 、 智能巡检系
统、 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等先进的
技术和理念， 高度智慧化。

13岁的大凉山彝族少女曲比
妹妹今年以前从来没有走出过家
乡， 上周她参加了 “大凉山-北
京” 精诚公益夏令营， 实现了很
多 “第一次”。 在上周末举行的
闭营仪式上， 她和其他20名同伴
一起感谢精诚教育集团的老师和
社会爱心人士为他们圆梦。

22名北京 “蓝蚂蚁志愿伙
伴” 陪伴着大凉山的21名学生参
观体验， 先后观看天安门升旗仪
式， 游览故宫博物馆 、 中国航
空 博 物 馆 、 国家大剧院等 ， 攀
登八达岭长城， 并学习国防、 奥
运、 环保、 亲子、 阅读写作等多

项技能。 大凉山的孩子不仅开阔
眼界， 结交朋友， 还感受到了关
爱。 而参与志愿服务的北京孩子
则在活动中感受到大凉山孩子的
质朴与坚韧， 学会共同协作。

北京板厂小学四年级学生陈
冠宇和妈妈盖艳一起作为蓝蚂蚁
志愿者每天陪伴大凉山儿童， 尽
管天气炎热也没有退缩。 夏令营
最后一天， 他和妈妈带着彝族女
孩古次衣生逛天坛、 吃披萨、 坐
地铁 ， 盖艳还为古次衣生编小
辫。 面临分离， 陈冠宇对小朋友
依依不舍： “以后我想去大凉山
看看， 争取为他们多做点事。”

永定河畔烧烤点变亲水绿地

体验抗战艰苦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