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程建设领域首次应用MR技术

永顺镇环境办负责人赵万国在介绍疏解整治情况。

□本报记者 马超

世界首座匈奴历史博物馆竣工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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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本报记者 盛丽

“北京榜样”率志愿者送医进藏

腾退空间建成城市花园

近日， 2017年河北 （保定） 中学生北京夏令营活动在朝阳公园启
动。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教委和保定市教育局共同举办， 作为北京市对
口帮扶、 教育精准扶贫的举措之一。 主办方组织了保定贫困县的6所
学校60名师生来京圆梦， 开阔视野， 增长见识。 他们将观看天安门广
场的升旗仪式， 游览长城、 颐和园等景点， 参观清华园、 天文馆、 奥
运场馆等。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丁柏明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闵丹 文/摄

40位工会会员体验亲子绘画

保定贫困县师生来京圆梦

“咱们站的地方， 以前是猪
圈， 又脏又臭。 不久前， 我们终
于拆除了这个养殖小区， 等今年
12月份你们再来， 这里就是一个
占地406亩的城市公园了。” 8月3
日， 在通州区永顺镇刘庄公园的
建设现场， 永顺镇环境办负责人
赵万国说。

截至今年7月，通州区已清理
一般制造业138家，减量数居全市
之首。清理整治“散乱污”企业687
家，减量数全市排名第二。不仅仅
是减量，在通州区，一些被清理腾
退的工业大院， 也正在进行路面
硬化、 休闲广场建设、 新增停车
位、绿化等一批提升工程。通州正
通过做“减法”，来全面优化提升
城市副中心功能。

减违建 提升城市面貌
记者到达永顺镇刘庄公园的

建设现场时， 工作人员正在种植
树木。赵万国介绍，刘庄公园规划
范围内原为养殖小区、 低端厂房
及大棚， 结合非首都核心功能疏
解，他们拆除违法建设35447平方
米， 清退低端产业从业人口800
人。像刘庄村这样的还有很多，通
州区存量违法用地项目正加大力
度逐步解决， 新增违法用地项目
实现动态清“零”，全区打击违法
用地的高压态势已经形成。

通州区选取了22条主要街道
和7个重点社区开展拆违示范试
点工作， 其中已完成拆违381.65
万平方米，完成计划的63.6%。 同
时，加强拆后土地利用，始终坚持
“留白增绿”，提升城市面貌。

减短板 治理背街小巷
在曾经属于开墙打洞较为严

重的加华印象小区， 仅用一周时
间就将小区内290多户近5000平
方米违法建设依法拆除 ， 封堵
“开墙打洞” 30余户， 如今居民
出行更方便， 得到了广泛认可。

据了解， 该区整治 “开墙打
洞”实现825处、完成占道经营整
治12989起、 完成无证无照整治
2753户，均超额完成计划，并同步
开展了“开墙打洞”点位的设施恢
复和景观提升， 新建和规范提升
菜店等生活性服务业网点39家。

宋庄镇双埠头村关停 “五小
企业”33家、 拆除各类违法建设
1600余处， 如今正在陆续开展路
面硬化、建设休闲广场、新增停车
位、绿化面积3.3万余平方米等一
批提升工程。 目前12个市区两级

挂账村整治已完成11个， 占计划
任务的91.7%，在市级第三方中期
察访核验中，通过率达75%，位居
全市前列。

减反弹 建全工作机制
为确保专项整治行动效果取

得常效，通州区委、区政府主要领
导现场拉练，落实责任，并责成区
纪委监委对落实推进工作不坚
决、不担当、不履职尽责的党政主
要领导立案追责。 区监委将专项
行动任务完成情况纳入 “两个专
项”工作中，采取全程跟踪监督的
方式，持续加大监督问责力度。据
了解， 通州区结合全国文明城区
创建，按照“一街一长、条块结合、
党员带头、责任到人”的原则，在
主城区4个街道和部分重点乡镇
内推广街巷长制， 提升街道的精
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了整体环境。

近日， 全国社区医疗服务志
愿团走进西藏林芝， 开展了为期
一周的医疗援助活动。

在志愿团团长、“2016十大北
京榜样”、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主
任医师张晓艳的带领下， 志愿团
汇集了北京天坛医院等多家北京
三甲医院爱心专家， 先后奔赴林
芝市人民医院、 波密县人民医院

开展查房、会诊、义诊、讲座等活
动，深入波密县下辖的７个村庄对
藏区村民进行了健康体检和包虫
病筛查。

在义诊过程中， 志愿团专家
们克服了高原反应与长途跋涉的
劳顿。 7天中， 他们共为2246名
藏族同胞做了疾病筛查， 参与了
两例重症急救、 1例耳部外伤手

术， 查房20余人次， 会诊10余例
等， 他们一有空就手把手对当地
医护人员进行指导和技术支持。

张晓艳于2015年发起社区医
疗服务志愿团， 目前已汇聚北京
各三甲医院资深专家900人， 两
年多来， 志愿团先后走进河北隆
化、 山西武乡、 福建将乐等革命
老区、 贫困山区。

8月4日， 颐和园开始面向游
客招募万名 “文明游园大使”。
300名游客签字承诺， 全国劳模、
颐和园金牌讲解员、 北京榜样获
得者韩笑为签字承诺的游客现场
颁布“文明游园大使”的胸贴。 据
介绍，“文明游园从我做起” 的主
题活动除“文明游园大使”外，还
有“带走一公斤”、文明游园引导
队柔性劝阻等共5项活动。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8月5日， 中建一局承建的世
界首座匈奴历史博物馆———昭君
博物馆正式竣工。

昭 君 博 物 馆 的 建 筑 面 积
15092.62平方米 ， 建筑高度14.5
米 ， 包括展厅 、 互动厅 、 接待
厅、 库房、 票务大厅、 观景平台
及连廊等， 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
打造的呼和浩特市首个5A级品
牌文化旅游风景区， 也是内蒙古
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向世界呈
上的一张历史文化名片。

昭君博物馆项目履约团队是
中建一局集团唯一的女项目经理
褚崇英带领的鲁班奖团队。 项目
团队不仅攻克了工程的重难点，
仅用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从挖土
到主体结构封顶， 提前7天完成
了异常复杂的主体结构施工， 创
造了中国博物馆建设新速度。

项目团队在中国首次将MR
混合现实技术应用到工程建设领
域 ， 工程建设中优化了雨棚方

案 ， 确保了构件尺寸的加工精
度 ， 避免了二次加工 ， 使常规
50-60天的工程量， 在25天内全
部完成。

建筑完全按照西汉贵族墓规
制建筑而成， 整个建筑像两座金
字塔由中央连廊衔接而组成一个
“和” 字。 为了表达对古人智慧
的尊重， 项目采用了仿夯土混凝
土艺术挂板 、 重组竹两种新材
料， 诠释古老的传统土木建构方
式。 室内使用了无缝式聚氨酯弹
性地坪、 硅藻泥等新材料， 来增
加博物馆内的艺术表现力。

建筑整个外立面共用2762块
仿夯土混凝土艺术挂板， 正常全
部安装这些挂板需要200余天 ，
项目团队仅用了不到100天时间
全部安装完成， 创造了国内混凝
土挂板幕墙安装新速度。 同时，
项目在国内首次将直立锁边系统
应用在了外幕墙体系， 专业性极
强， 保证了斜幕墙的施工质量。

“通过绘画体验， 对孩子的
了解更深入了， 也能提高亲子关
系的密切程度， 以后在工作之余
能更有效地与孩子沟通。” 8月3
日至4日，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举办了2017年白领职工压力缓解
与调适培训课， 40位工会会员带
着孩子一起进行了亲子绘画的心
理体验。

来自北京市总工会心理专家
团队的专家们带着孩子和家长通

过 “大手拉小手” “你说我画”
等环节进行充分的互动， 加强亲
子间的互动和体验。

参加本次课程体验的职工陈
女士介绍， 平时孩子上学、 自己
上班， 这样的游戏互动不是特别
多， 在专家的游戏设计下， 让孩
子和家长加强互动非常有意义，
也能有效缓解家长们偶尔在家庭
教育上的一些焦虑， “期待工会
以后多多组织这样的活动。”

通州一般制造业退出清理量全市居首

颐和园招募万名
“文明游园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