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为期3天的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闭幕。
会议期间 ， 北辰会展厦门团队
107名职工为近百场贵宾服务 ，
完成了多场次双边、 签约和茶歇
任务。

作为本次厦门会晤接待服务
工作总指挥的北辰会展厦门团队
迎来一次大考。 会晤期间， 根据
已知任务， 北辰会展团队统筹协
调并带领各相关单位， 服务保障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 迎宾
仪式、 领导人大小范围会议、 文
化节启动仪式暨文化图片展、 同
工商理事对话会等会议活动， 近
百场贵宾服务以及多场次双边、
签约和茶歇任务 。 服务保障元
首、 领导人、 高级近随、 会议代
表、 大会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数
千人次， 并对工程运行保障方面
的72个重要机房与129个重点保
障点位保驾护航。

记者了解到， 自今年4月起，
北辰会展厦门团队对接待服务各

项工作进行全面梳理， 检查发现
各类问题4693项， 其中通过联合
检查发现各类问题1116项， 通过
每日检查问题汇总、 分类， 发现
服务类问题共1042项， 工程类问
题2407项 。 截至今年8月31日 ，
所有问题整改完毕。

此前 ， 北辰会展已相继在
2014 年 APEC 领 导 人 会 议 周 、
2015年中阿博览会、 2016年杭州

G20峰会 、 2017年 “一带一路 ”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完美绽放。
此次， 北辰会展再度出征， 服务
保障金砖五国 “厦门会晤”， 北
辰会展厦门团队的107名职工按
照北辰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贺
江川提出的 “严之又严、 细之又
细、 实之又实” 的总要求， 向世
界再次展现了北辰品牌、 北辰实
力、 北辰标准、 北辰风采。

到2020年将构建1公里充电圈
□本报记者 邱勇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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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丁玉满

□本报记者 邱勇

中建一局六公司生产例会改“考场”

打造环境景观 公园汛期 “饮水饱”

北京市属公园串联城市海绵绿地

首农集团疏解整治进入“提升”季

昨天， 位于通州的华龙小区
19号楼北边的一处停车场， 物业
工作人员正在安装充电桩， 并已
经有居民前来充电。 据了解， 这
里采用 “慢充” 的方式， 电动车
充电一般需要5至6个小时， 五六
度电就可以充满。

据了解， 本市已基本形成六
环内平均服务半径5公里的公用
充电网络。 可老旧小区由于管道
线路老旧、 停车难等问题， 是目
前充电桩的最难点。 为了帮助老
旧小区居民安装充电桩， 通州的
老旧小区有了新举措， 物业协调
小区内专门区域设置充电桩。

华龙小区是1993年建成的老
旧小区， 至今已经换过6个物业。
小区内共有3100户居民， 近1万
多口人。 近些年来， 小区内购买
电动车的居民越来越多， 充电桩
就变得 “一桩难求”， 最近的超
市 和 加 油 站 的 充 电 桩 都 距 离
超 5公里， 给电动车充电变得越
来越难。 对此， 小区物业开辟了
专门的区域， 前期安装了12个充
电桩， 提供给居民使用， 并且可
以享受每度0.5元的平价电价。

据龙旺同心物业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 有使用充电桩需求的
居民，可以到物业签订租用协议，

支付1200元每年的充电桩车位租
用费用， 就可以在离家最近的地
方充电。不仅充电问题解决了，停
车位的问题也解决了。 “未来，我
们还会对小区的电力设施进行改
造， 改造后可接入和大型充电站
同样的电路。 ”该负责人表示，物
业还会负责停车位卫生清洁等，
并安排安保人员看管。

据市城市管理委介绍， 今年
内， 至少新建3000个充电桩。 目
前， 通州区已经实现高速公路充
电网络全覆盖。 “十三五”期间，通

州区将规划建设近1万台充电桩，
城市副中心和首都新机场等重点
区域的公用充电桩布局规划，将
按照核心区标准布局 ， 计划到
2020年公用充电网络平均服务半
径低于1公里。

“考试终于结束了！” 刚刚走
下 “主席台” 的项目部责任担当
体成员长出了一口气。

原来这是中建一局六公司近
日召开的公司生产例会的一幕，
该公司生产例会从形式到内容都
进行了创新， 所有项目责任担当
体集体真人 “亮相”， 接受 “考
验”， 而 “考官” 就是公司的领
导班子成员和各部门的负责人。

“考试” 伊始， 各大项目部

经理带领责任担当体成员集体上
台， 首先以PPT的形式对工程进
展、 项目收益、 业主结算推进、
分包分供结算 、 两金及应对措
施、 项目现金流等相关情况进行
详细汇报。 台下的 “考官” 针对
项目实际情况， 进一步追问 “发
难”， 并点名让责任担当体中的
某一成员回答。

每场 “考试” 结束之际， 该
公司党政主要领导都会有针对性

地进行综合点评 。 从宏观到具
体， 从管理到措施， 从思想到行
动， 通过反复几轮的问答， 大家
在项目管理的诸多问题及解决措
施上达成共识。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生
产例会的创新之举， 使 “考官”
对 “考生” 更加心里有数， 也使
“考生” 有了更清晰的 “纲要”，
对项目和公司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和期待。

和义五金城市场位于丰台区
大红门地区， 在首农集团所属南
郊农场土地管辖范围， 是城南地
区规模较大的五金批发市场， 经
营高峰期日客流量达1万人次 ，
日车流量1000余辆。

为了落实非首都功能疏解任
务 ， 在市国资委 、 相关区委政
府 、 街道办 、 乡镇的支持配合
下， 首农集团先后关停了大红门
地区的和义五金城市场和北方世
贸鞋城， 累计拆除腾退了125万
平方米的老旧厂房、 违章建筑，
综合整治80万平方米， 疏解商户
3216户、 流动人口近6万人。 在
疏解的过程中， 首农集团还探索
出一套 “专业评估———人民调
解———司法裁定” 的工作流程 ，
被 称 为 疏 解 非 首 都 功 能 的
“ 标 杆 ” 。

在下大力气推进落实疏解整
治任务的同时， 首农集团也积极
向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产业
转型。 去年已经完成大部分拆除
腾退任务的南郊农场， 其产业升
级的规划也在紧锣密鼓地同步推
进中。

作为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 “一镇一乡一场”
试点单位， 日前， 南郊农场围绕
“一轴一路” （一轴指南中轴路，
一路指南五环路） 打造 “两园三
区” 的方案已通过了市政府相关
部门规划审批。

记者了解到， 留白增绿是这
次规划的重点。 胡大妈翘首以盼
的和义体育休闲健身公园， 就是
“两园三区 ” 规划中的一部分 ，
这个占地面积133公顷的公园 ，
将使大红门地区的自然环境得到
美化。

在南五环饮鹿池桥北侧， 首

农集团还规划建设一个80公顷的
西毓顺文化创意公园， 为北京南
城地区增添一片新绿。 此外， 还
有位于丰台区卢沟桥的紫谷庄园
农业观光区、 大兴红星集体农庄
农业观光区、 第六产业园区， 既
为市民提供了更多休闲观光好去
处， 也将以 “互联网+农业” 为
主题 ， 创建科技与产业创新基
地 ， 带 动 起 南 城 经 济 的 提 升
和发展 。

“我们将根据市国资委 ‘两
鼓励一要求’， 以拆除腾退还绿
为契机， 打造产业先进、 环境优
美 、 生活优越的都市型现代农
场， 建设 ‘美丽首农’， 为区域
环境整治 、 经济发展做贡献 。”
首农集团总经理薛刚说。

此外， 首农集团还严格遵照
北京市新增产业禁限制目录， 对
在京的37个畜禽养殖场进行了疏
解和关停，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为契机， 推动集团养殖业、 食
品加工业、 蔬菜种植基地向周边
省市转移， 并在转移中实现升级
改造。

河北首农现代循环农业示范
园、 河北三元工业园、 天津港的
首农东疆牧业和首农食品进出口
贸易园区等一批重点项目， 切实
促进引领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截至目前， 首农集团在津冀地区
的投资额已达80亿元。

薛刚介绍， 首农集团还将瞄
准首都鲜活农产品消费市场， 围
绕北京市五、 六环， 重点布局南
口等四个一级配送中心， 大洋路
等多个二级分拨中心， 以增强城
市鲜活农产品的中转流通功能，
推动环首都1小时鲜活农产品流
通圈的建设， 不断地提升服务，
为首都做好保障工作。

昨天， 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
心了解到， 近五年来， 北京市属
11家公园雨洪利用量达到近2000
万立方米， 成为海绵城市建设中
富有景观美感、 令游客市民流连
忘返的绿色生态空间。

据介绍， 今年上半年， 市属
各公园在尊重和修复山水格局的
基础上， 坚持 “资源节约、 环境
友好” 的示范作用， 大力提升园
林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 对古树
古木、 绿地植被、 花坛花卉、 景
观水体等实施一体化科学管理，
彰显首都优美环境， 创建时尚绿
色生活 ， 进一步实现市属公园
“四优一满意” 的工作目标， 新
植树木7000余株 、 花卉1.2万平
方米， 完成公园绿地改造面积6
万余平方米， 有效提升公园环境
景观； 通过生物防治、 水体清淤
等水域水质综合治理的新技术，

涵养水源 、 净化水体 、 优化水
质， 有效提高湖岸蓄水量， 提升
园林生态水平。

市公园管理中心综合处副处
长朱英姿介绍， 多年来， 市属公
园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绿色
设施建设， 加大了园林生态系统
维护的力度， 在提高公园园林景
观效果的同时， 通过规划绿地缓
坡， 增加雨洪设施， 在园路、 广
场采用渗水铺装、 嵌草砖等透水
性材料等， 达到了雨水的最大化
利用； 同时， 通过精准的智能化
灌溉， 使用耐旱性乡土植物， 建
设雨养型 “海绵绿地” 等节约灌
溉用水， 实现海绵公园 “汇集天
上雨、 汛期饮水饱”。 市属公园
通过增加碎木片、 树皮、 卵石等
覆盖物的形式， 起到减少土壤水
分蒸发的作用， 兼具节水功能和
景观效果。

批发市场变身体育公园

通州老旧小区开装充电桩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北辰会展团队厦门再展服务风采

“自从去年和义五金城关停后， 我们这儿车少人少，
路也没那么堵了， 家门口清静多了。 听说这里以后会改成
公园， 我和老伴儿有地方锻炼啦！” 胡大妈是丰台区和义东
里社区的老居民， 听说首农集团要在和义五金城原址建一
个体育休闲健身公园， 她十分期待。

疏解整治促提升

喜喜迎迎十十九九大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