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边磊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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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钢筋”夫妻绑扎忙

□本报记者 盛丽

截流坝拆了、垂钓烧烤点撤了、河道里的污泥清了

来怀柔区度假的市民， 都爱
找个有水的岸边娱乐。 这也造成
流经桥梓镇口头村的怀沙河，被
一道道截流坝拦住， 加上河岸两
侧扎堆经营的十多家垂钓烧烤
点，水体变得污浊不堪。 昨天，记
者探访发现，垂钓点撤了，截流坝
没了，清澈的河水流动起来，迎来
了白鹭、野鸭等新“客人”。

口头村党支部副书记赫冬伟
介绍： “村子位于浅山区， 怀沙
河流经村子有5公里。 过去西岸
有15户搞养殖， 主要是垒坝养鱼
经营餐饮， 还有一两户养牛羊。”

挨着圣泉山旅游景区， 好山
好水为村子带来了人气， 但问题
也接踵而至。 临河而建的餐饮点
多了起来， 河水先后被截流坝截
成十几段不能流动， 再加上牛羊
粪便、 污水直排入河， 以及烧烤
摊的油污， 整条河水臭气熏天、
脏乱不堪， 水质严重超标。

今年年初开始河道治理。 全
面清退养殖户， 拆除阻水堤坝和
两岸私搭乱建， 将河道底部的淤
泥全部清走…… “光是河底的垃
圾就挖了整整一个月， 用卡车来
回拉了有400多趟。” 赫冬伟说。

3月下旬， 口头村段怀沙河
治理完成 。 原来的死水流动起
来 ， 一入夏水面上就长出了水
草。 30多米宽的河水， 一眼就能
望到底， 野生的小鱼虾结队在水
草里 “捉迷藏”， 水面上时常有
新 “客人” 野鸭、 白鹭嬉戏。

“现在好多去圣泉山跟慕田
峪的游客路过这儿， 都会先到河
边转转。” 赫冬伟说， 今年口头
村在治理怀沙河污染源的同时，
在河道周边环境上做足文章， 仅
栽植的绿化树木就达20万株。

曾经在岸边养羊的村民张福
军， 如今在果园里挣上了工资。

提起怀沙河的变化， 他说， 原先
河道西岸， 一整排都是垂钓餐饮
点， 相邻的是养牛场， 周边到处
是动物粪便和杂乱堆放的柴火
垛、 建筑垃圾等。 经过整治， 这
一片面积300多亩的土地建成了
高效种植果园， 高密度地栽上了
苹果、 樱桃等树苗。 “现在在果
园上班， 也不用像养羊时担心羊
会生病、 是否能卖好价钱啦。”

在河道东岸是一条乡间公
路， 依山体而建。 一抬头， 山体
上的浮雕引人注目。 “过去赶上
下大雨， 山坡经常塌方。 我们得
安排人在路口看着， 提醒过往车
辆。” 赫冬伟说， 这回借着治理
怀沙河， 村里在河岸边修筑了长
500多米的护坡， 还在护坡上制
作了十余个浮雕小故事， 全部以
传统文化为主题， 怀沙河畔有了
浓郁的文化气息。

桥梓镇宣传部长王再然介
绍，下一步，口头村将在河道上架
设小桥，方便村民和游客通行，同
时拆除目前的临时水坝。 “怀沙
河、 怀九河是怀柔水库上游最重
要的两条河。 在怀沙河流域生态

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的同时，怀
九河流域也加强了管护。 ”

经过大规模的河道整治之
后， 今年桥梓镇峪口村沿着怀九
河岸栽植了200余棵银杏、 国槐
等树木， 栽植百叶草、 翠菊等花
草60亩， 并固定10名保洁员每天
清理周边环境， 让村域内3.34公
里的怀九河有了专职 “保姆 ”。
“现在的怀九河水面干净， 周边
环境好， 是大伙儿公认的。” 峪
口村村干部陈有海介绍， 今年上
半年已经有近10个影视剧组到怀
九河取景拍摄， 其中电视剧 《警
花与警犬2》 已在央视播出。

怀柔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怀沙河流域涉及渤海、桥
梓、怀柔镇共28个村，下一步将以
渤海所村、口头村、红军庄村为主
要节点，分段进行生态恢复，营造
深潭浅滩变化多样的河道形态，
恢复岸坡植被，净化水质，恢复浅
山地带河道水系的生态屏障功
能。同时，在怀九河流域也将开展
河道清运、河床整理、水陆交错带
结构修复、水生植物种植、岸坡植
被恢复等工作。

连日的高温天气下， 中建二
局土木公司唐山湾项目工地上，
一对 “钢筋” 夫妻冒着高温正忙
着绑扎钢筋。

这对 “钢筋” 夫妻名叫王忠
顺和赵金新， 夫妻二人从事钢筋
工程施工有将近30年的时间。 他
们加入中建二局土木公司是从京
新项目开始， 京新高速通车后又
随着 “中建铁军” 来到了唐山湾
项目。 和高速公路不同的是， 唐
山湾项目是一条在建的旅游专线
道路工程， 其中桥梁涵洞共计31
座， 钢筋工程量比较大。 钢筋夫
妻就是项目建设中的一分子。

这对夫妻年近五十， 上有两
位七旬老人， 下有两个小孩。 当
说到为啥选择来中建的项目时，
夫妻二人腼腆地说 : “这里挣钱
有保障， 心里有底。”

妻子赵金新比王忠顺小一
岁， 是工地上难得一见的女工。
她跟大多数男工人一样， 每天穿
梭在钢筋混凝土的 “草地” 上，
头顶骄阳 ， 没有打伞 ， 没有树

阴， 用一根根绑丝把钢筋绑扎牢
固， 工作虽乏味却意义重大。

年初时， 王忠顺父亲病了 ，
因车票紧张 ， 他又不知怎么抢
票， 迟迟无法买到车票， 夫妻二
人急得团团转。 项目上的青年得
知后， 用手机、 电脑各类抢票软
件， 终于帮着抢到了车票， 让他
们第二天如愿坐上回家的列车。

“你 们 在 工 地 住 生 活 方 便

吗 ？” 记者问道 。 “挺方便的 ，
俺俩有一个房间， 工地上家属也
挺多的 ， 没事时她也有个伴 。”
王忠顺满意地说。 “想孩子吗？”
“想呀， 不过这边下班的时候有
无线网， 小伙儿们教会了俺俩用
微信， 每天都可以和孩子们说说
话， 还能看见他们， 在这里挺好
的。” 王忠顺一边说着一边拿出
手机给记者展示。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推广， 充
电桩已成为一项新的城市基础设
施。 市城管委加油气电处副处长
南斌表示， 截至今年6月底， 全
市推广新能源汽车 13.54万辆 ，
其中个人拥有的纯电动汽车已经
达到了8.65万辆左右。

目前， 北京常见的充电桩分
为三类， 约9.23万个。 最多的一
类是私人自用的充电桩 ， 约6.5
万个， 基本都是在购买汽车的同
时， 为其配备的充电桩。 由于一
些不具备固定车位和电源的小区
尚无法安装， 所以北京私人充电
桩的配建比大约为75%。

南斌介绍， 现在用车基本都

是家里和工作地 “两点一线”，目
前 ，正 在 和 财 政 、科 委 商 议 相
应的鼓励政策，鼓励在单位内部
建立公用充电桩 ，来解决职工
的需求。

至于社会公用充电站点， 截
至目前， 全市已经有1873处， 聚
集在商场、 交通枢纽等公共停车
区域， 可以提供1.7万个充电桩，
主要是为纯电动汽车临时补电用
的。 “基本上形成了六环范围内
平均服务半径小于5公里的公用
充电网络， 而在东西城老城区，
不到2公里就能找到一处充电桩。
在北京找 ‘桩’， 应该说问题不
大。” 南斌说。

在迁新址近一个月后， 东城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昨天迎来了
第一个婚姻登记小高峰。 这天东
城婚登处也推出 “在东城说爱”
主题， 并首次推广 “说爱” 专用
手势———比心， 为新人营造爱的
仪式感， 成功打造东城 “说爱”
名片。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每对
新人各伸出一只手， 然后合在一
起比成一个 “心” 形……记者看
到新人们手拿结婚证， 或在写有

“遇见爱” 字样的背板前， 或在
婚登处设置的 “心心相印” 装饰
灯前 ， 做着比心的手势拍照留
念。 工作人员介绍， 婚姻登记处
迁址后， 不但环境优美， 更加重
视服务的贴心。 此次推出的主题
活动就是贴心服务之一， 当天新
推出的这个比心姿势， 今后还会
继续推广。

据了解， 昨天在东城区民政
局婚姻登记处网上预约和直接来
现场办理的共有200对新人。

变清的怀沙河迎来新“客人”

东城民政推“比心”手势秀甜蜜

“空中充电站”落户CBD
3年后城市核心区充电网缩至900米一处

紧邻长安街，可为101辆小汽车同时充电的“空中充电站”
昨天正式落户CBD。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到2020
年，东西城老城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机场、冬奥区域等城市核
心区，不到900米就可以找到一处充电设施。

“空中充电站” 可享优惠峰谷电价

大望桥西南角SOHO现代城
停车楼， 101根充电桩整整齐齐
地排列在6层顶楼， 不远处就是
CBD的高楼大厦。

“从充电桩上拔出充电枪，插
入纯电动汽车的充电口， 用手机
扫码启动充电， 结束后用手机移
动支付即可。”充电站建设方畅的
科技负责人陈淑玲示范了充电的
操作流程。她表示，充电站每天可
以满足500辆以上汽车的充电需
求，能有效缓解CBD地区充电桩
紧张、车主排队充电的局面。

加汽油的机动车占据电动车
充电位， 是很多充电站目前遇到
的最普遍难题之一 。 陈淑玲表
示， 为了避免油车占位， 站内特
意派专人在充电站内值守。 考虑

到汽车充电最快需要30分钟， 休
息室里还配置了电视、 沙发、 空
调等设施 ， 供车主在等候时休
息 。 充电站白天可为CBD上班
的白领们提供充电服务， 晚上可
为附近小区居民和分时租赁的纯
电动汽车充电。

来这里充电的用户还可以享
受优惠的峰谷电价。 记者在站内
公示的充电收费标准上看到， 7
月和8月的用电尖峰时段收费最
贵， 每度电收费1.0941元， 而最
便宜的低谷时段， 每度电收费只
有 0.3946元 。 陈 淑 玲 解 释 说 ，
“空 中 充 电 站 ” 内 配 备 了 4台
630KW箱式变压器 ， 可以享受
大工业的峰谷电价， 因此能极大
降低用户的充电成本。

六环内找 “桩” 5公里一处

在谈到下一步的规划时， 南
斌表示， 其中， 有固定车位、 具
备电源条件的小区， 特别是新建
小区将力争实现 “一车一桩 ”。
而一些不具备固定停车位， 或电
源条件不足的老旧小区， 则打算
在小区内建设公用充电桩。

同时， 挖潜本市行政区域内
各级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 团体
组 织 、 企 业 在 单 位 内 部 停 车
场 资 源 ， 推进工作地充电设施
建设。 在社会公用充电设施建设
方面， 将聚焦大型商超、 交通枢

纽、 公园景区及地铁P+R停车场
等公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确保
今年年内新建不少于3000个公用
充电桩。

“目前， 北京正在制定充电
设施的配建标准 。” 南斌介绍 ，
各充电桩建设运营企业已启动了
新国标改造工作， 并定期调度推
进， 计划年底前完成改造。 而北
京还将打造 “充电设施管理服务
平台”， 提供全市公用充电设施
的状态查询、 充电导航、 统一支
付等便捷服务。

今年新建不少于3000个公用充电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