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延庆区文明办组织的
20名延庆榜样代表参观了由区委
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人民武装
部联合主办的 “延庆英雄谱·
红色记忆”长城下的老兵风采展。

榜样们怀着对老兵们的敬
意， 欣赏了一幅幅具有震撼力和
感染力的照片， 聆听了志愿者讲
述的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事
迹。值得一提的是，同为延庆榜样

的陈义东既是榜样代表也是延庆
“光影·印象” 红色摄影志愿服务
队的一员, 参与了老兵风采展的
拍摄工作， 参观中他积极和其他
榜样们分享着照片背后的故事。

据了解，在一个月的展期内，
公众可免费参观60位历经解放战
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的珍贵
影像以及30多件他们使用过的物
品，了解老兵们的战斗故事。

延庆地区红色资源丰厚 ，革
命人物众多， 目前登记在册的老
战士、老党员中年龄最小的85岁，
最大的已107岁。为传承和发扬好
红色文化精神，2013年，延庆启动
“延庆英雄谱·红色记忆” 影像留
存项目，由延庆“光影·印象”红色
摄影志愿服务队负责拍摄，用５年
时间为当地所有老战士、 老党员
等统一拍摄，留存了资料。

昨天， 西单图书大厦儿童读
物区的走道里挤满了席地而坐的
孩子和陪读家长。 据工作人员介
绍， 暑期是学生扎堆阅览高峰，
几乎天天都会有大批的学生和家
长在此翻阅读物。 为此， 图书大
厦不仅为大家提供了免费租借小
马扎的服务， 还增加了 “样书”
的数量和品种， 以满足读者的阅
读需求。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西单图书大厦
迎暑期阅览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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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搭平台 一年40名青年“脱单”

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疏解整治促提升

朝阳国有企业主动担当 疏解腾退留白建绿

为提升周边居民的生活环
境 ， 朝阳副食品总公司自拆仓
库， 将在东二环边委托属地建设
一处4500平方米的公共花园， 京
客隆集团、 弘朝伟业公司、 朝阳
副食品总公司等企业也自发腾退
拆除了三里屯地区1200余平方米
的空间， 以美化区域环境。

近日， 记者从朝阳区获悉 ，
朝阳区国有企业在疏解整治促提
升工作中主动担当， 留白建绿，
服务百姓， 今年上半年自发拆除
腾退7300余平方米的空间， 计划
增绿并开发便民项目。 此外， 为
满足居民需求， 京客隆 “京捷”
生鲜店开进了朝阳社区， 年内总
量有望突破30家 ， 织密群众的
“菜篮子”。

东二环边国有企业库房
变身4500平方米公共花园

“原来可没想到， 在东二环
边上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以后还
能有一处让大家遛弯、 散步的公
园， 真心不错， 我们非常支持！”
居民刘阿姨说的这处即将建成的
公园位于朝阳门外三丰路， 原本
是朝阳副食品总公司一座占地面
积达4500平方米的大型库房。 该
处地块始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屹
立在此处的红砖房已经逐渐褪去
了往日的光彩， 也出现了一些影
响环境的问题及安全隐患。

在疏解整治促提升的背景
下， 为了区域的可持续性发展，
提升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 今年
7月底， 朝阳副食品总公司主动
提出拆除库房， 并且仅用时三天
时间， 就完成了拆除工作， 用绿
网对土地全部进行了苫盖。

“之前任谁想都觉得这块地
以后肯定是要建办公楼、 写字楼
对外出租的， 这样好的地段肯定
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可是我
们却考虑得更加长远。 在朝外街
道的大力协助下， 我们发挥国企
的社会责任感，放弃自身利益，推
进拆除工作， 在这里建成一座街
心公园，满足周边居民需求。 ”朝
阳副食品总公司负责人介绍。

目前， 该处地块正在紧锣密
鼓地开展规划， 并与雅宝路地区
整体的留白增绿工程相协调。 这
处在百姓家门口的公共花园正式
对外开放后将为三丰里地区近万
居民带来又一个休闲好去处。

拆除腾退7300余平方米
用于增绿建设便民设施

在三里屯地区， 包括京客隆
集团、 朝阳副食品总公司、 弘朝
伟业公司等朝阳区国有企业， 在
今年七八月份共疏解腾退空间
1200余平方米， 提升三里屯地区
整体环境秩序。

其中， 弘朝伟业公司对丽娜
制衣二层及北侧外接、 大明西餐
厅二层影响环境的建筑进行了拆
除， 面积约120平方米； 京客隆
集团对青年旅馆、 魔时酒吧、 青
年酒吧屋顶等影响环境的建筑进
行了拆除 ， 面积约180平方米 ；
朝阳副食品总公司共拆除同里地
区影响环境的建筑912平方米。

下一步， 朝阳区将对三里屯
同里拆除影响环境建筑的区域进
行路面硬化等工作， 还将对建筑
物顶部及楼体结构进行加固， 保
障安全。

“截至目前， 朝阳区国企已
完成包括安贞里一区、 安贞西里

二区以及团结湖北市场等10个项
目的疏解腾退工作， 涉及建筑面
积7300余平方米。 初步计划将围
绕当地居民需求安排建设与便民
服务相关的项目。” 朝阳区国资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 今年下半
年， 朝阳区国企还计划推进包括
六里屯图书批发市场、 垡头盛和
集贸市场等40余个项目的疏解整
治工作 ， 力争早日实现应疏尽
疏、 应退尽退。

30家新改建“京捷”生鲜店
今年落户朝阳社区

近年来， 随着疏解整治促提
升工作任务的推进， 一批低端市
场被疏解腾退， 有效缓解了所在
区域环境脏乱、 交通拥堵等让百
姓不堪其扰的问题。 同时， 为了
不影响居民的生活， 朝阳区始终
把疏解后百姓的 “菜篮子” 问题
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 下大力气
推进全区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
工作。

据悉， 为满足居民需求， 京
客隆 “京捷” 生鲜店开进了朝阳
社区， 年内总量有望突破30家，
织密群众的 “菜篮子 ”。 目前 ，
京客隆集团正进一步细化生鲜经
营品种分类， 丰富大生鲜概念，
调整熟食、 日配及生鲜深加工类
产品结构， 增加商品品类的广度
和深度， 为顾客提供多样化的选
择和更加便捷的服务， 最大限度
地便民、 利民、 惠民。

今年下半年， 京客隆集团还
计划搭载店铺一公里范围内的餐
饮、 药店、 社区服务等异业商户
信息， 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进一步满足群众需求。 京客隆集
团负责人介绍。

“阿姨， 称好了。 一共两个
积分， 给您加上了， 下次记得把
大骨头和一次性餐盒放到其他垃
圾里就可以了。” 手里拿着电子
秤和垃圾袋的小李对张阿姨说。

小李是东城区崇外街道崇东
社区垃圾分类指导员， 每天早6
点到10点， 晚4点到6点， 他都拿
着电子秤， 佩戴着专门用来对接
垃圾分类桶站上呼叫器的专用手
表， 第一时间到达按钮处指导居
民分类处理垃圾， 称重积分。

记者了解到， 垃圾分类只需
要简单的五步， 居民先在家中分
好类、 主动投放到分类垃圾桶、
塑料袋投入其他垃圾桶、 指导员
给居民扫码、 根据厨余垃圾重量
进行 “分一分” 打分， 积累积分
可兑换礼品。

“以前垃圾不分类， 大家都
随便扔， 垃圾桶周边蚊虫滋生，
现在有了新型智能垃圾分类桶
站， 其他垃圾、 可回收物和厨余
垃圾都分得清楚， 更有垃圾分类
指导员每天教居民如何分类垃
圾， 小区环境改善了， 我们的环
保意识也提高了。” 张阿姨说。

据悉， 崇东、 崇西社区属于
崇外地区两个老旧社区， 今年5
月份开展智能垃圾分类试点以

来， 街道通过发放户用分类垃圾
桶、 宣传页、 面对面指导、 注册
“分一分 ” APP、 入户讲解 、 问
卷调查等形式向居民倡导垃圾分
类的好处， 让居民清楚了解垃圾
分类知识与垃圾分类全过程处理
流程。

截至7月底， 两个社区产生
厨余垃圾分出收集量由原来的平
均每月0公斤上升至现阶段的每
月39333公斤， 垃圾分类精准率
和收集率明显提升。 社区居民垃
圾分类知晓率达到95%以上， 每
月定时开展的垃圾分类积分换礼
活动， 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

2017年， 东城区在龙潭、 前
门、 崇外、 东四等街道， 开展垃
圾分类全覆盖示范片区创建工
作， 主要探索了就地处理模式、
积分奖励模式、 政府购买服务模
式、 平房区垃圾分类与垃圾不落
地融合模式、 垃圾分类与再生资
源回收两网融合模式。 如今， 开
展垃圾分类居住小区的厨余垃圾
分出率达7%， 截至7月底， 东城
区2742家餐饮企业及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部队食堂签订规范
收运协议 ， 规范收运率达76%。
9月底前将达到餐厨垃圾规范管
理全覆盖。

“公司为我们青年职工办了
件大实事！” 8月6日， 通过公司
举办的单身青年交友联谊活动牵
手成功的中铁二十二局三公司一
线施工员李磊说。

受行业特点和工作性质的影
响， 建筑企业青年员工常年工作
在工地 ， 与异性接触机会少 ，
“终生大事” 成为单身青年最头
疼的现实问题。

为了给他们提供更多交友机
会， 搭建缘分的 “桥梁”， 中铁
二十二局三公司举办了一场单身
青年联谊活动。 来自该公司的30
名男青年和厦门学校、 医院、 银
行、 贸易、 设计公司等单位的30
名女青年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前， 三公司团委精心布
置了活动现场， 准备了美味的水
果和精致的糕点， 营造浪漫的氛
围。 活动中， 他们设置了 “爱情
大阅兵” “开心转转乐” “花式
惩罚” “非诚勿扰” 等8个有趣
的互动游戏， 以增进彼此的交流
和了解。 活动中有4对青年男女
成功牵手， 迈出了 “脱单” 的第
一步。

“感谢中铁二十二局三公司

提供这样的交友机会， 从与中铁
职工的交流中， 感受到了中国铁
建职工的热情、 稳重与可爱。 他
们是优质男。” 一名牵手成功的
女嘉宾说。

“日常忙于工作， 少有机会
和其他单位的女青年认识交流，
公司给我们搭建了平台， 我也如
愿牵手成功， 很感谢公司提供这
样的平台。” 中铁二十二局三公
司职工陈昊说。

近些年， 随着中铁二十二局
三公司的快速发展， 青年职工逐
渐成为企业发展的生力军， 解决
青年职工婚恋难题成了该公司党
工团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

“要像帮助青年职工成长、
成才那样去帮助青年员工解决婚
恋难题。” 该公司工会、 团委联
合行动， 搭建了 “鹊桥会” “缘
来有你” 等喜闻乐见的互动交友
平台， 并通过公司工会单身青年
微信群、 团委QQ群等载体， 为
单身男女牵线搭桥。

去年， 中铁二十二局三公司
有150余名单身青年职工参加了
相关活动， 共有40名青年职工步
入婚姻殿堂。

国企仓库变公共花园

线上“接单” 线下积分兑换

东城试点智能垃圾分类

□本报记者 盛丽延庆榜样感受老兵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