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营公园 、 常营公园保利
园、 五里桥公园、 蝶泉绿地、 常
营体育公园等六大绿地公园连片
成环， 已在朝阳北路沿线形成新
的公园环。 近日， 记者从朝阳区
获悉， 常营乡将朝阳北路沿线六
大绿地公园连片成环， 打造出多
层次便捷的生态跑道体系， 其中
5.2公里赛道完工并投入使用 ，
预计明年上半年建成北京东部首
个专业半程马拉松赛道。

违建变身6万平方米绿地
从常营公园往东沿朝阳北路

约十分钟车程， 映入眼帘的是大
片的绿地。 此前这里还是出租公
寓、 厂房、 库房、 饭店、 网吧聚
集的出租大院， 今天年初， 常营
乡仅用25天腾退拆除近6万平方
米违建， 目前， 腾退后的土地已
经全部建成绿地， 并与六大绿地
公园连片成环， 在朝阳北路沿线
形成新的公园环。

常营乡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
来说这块绿地还不够丰满， 颜色
比较单一， 接下来将不断提升该
处绿地的绿化级次， 进行地被彩
化和灌木种植， 通过植物的合理
配置， 不断提升完善周边绿地的
层次。 此外， 常营体育公园的土
地平整等前期基础工程已全部完
工， 公园将于明年启动建设并完
工 。 公园建成后 ， 将涵盖篮球
场、 骑行车道等健身区域， 并向
市民开放。

营造多层次生态跑道
沿着一条红色的跑道， 穿过

金黄的银杏树林， 两侧是绿植草
坪以及二月兰、 薰衣草、 三叶草
等各种景观花草， 跑道采用彩色
沥青、 表面做陶粒防滑处理。 常
营公园内跑道已完成沥青铺设、

跑道画线 、 标牌设置等基础工
程， 正式投入使用。 这条跑道只
是常营半马赛道的一小部分， 随
着常营公园5.2公里长跑道的投
入使用， 市民期盼已久的北京东
部首个专业标准半马赛道终于揭
开面纱。

据介绍， 常营半马赛道全长
21.98公里 。 整个赛道铺设彩色
沥青， 总宽度为5米， 其中3米为
健身步道， 2米为骑行道。 目前，
常营半马赛道的建设工作正在快
速推进中， 除了目前已完成的常
营公园段5.2公里赛道的基础及
面层施工， 11月份将加快推进蝶
泉绿地段、 五里桥公园段的基础
施工， 计划明年上半年全部完成
赛道建设。

在建设半马赛道的同时，常
营乡注重与朝阳北路沿线公园环
景观相协调， 让跑道穿梭在公园
环30多个近似丘状的低矮连绵的
缓坡草地， 让比赛者在不同赛段
有不同景观体验， 形成花海、草

地、山丘、河流的景观画廊，营造
多层次便捷的生态跑道体系。 在
不举办各类活动时， 半马赛道是
人们回归自然的休闲活动场所。

打造两处精品街区
地铁6号线黄渠站站口是常

营乡乡域最西侧的区域， 通过整
治改造， 新增约6000平方米的绿
地。 绿地以植物造景为主， 注重
不同层次的复层搭配， 新栽种的
树木在初冬时节仍显得绿意正
浓 ， 步行小道在绿地间穿行而
过 。 几个月前 ， 这里还是一片
4800平方米的违建， 违建拆除后
全部用于绿地建设， 和此前常营
乡打造的朝阳区 “东大门” 绿化
景观东西呼应， 打造出两处精品
街区。

“截至目前， 今年常营乡已
经拆除6.4万平方米违建 ， 其中
绝大部分将建林地氧吧。 未来，
常营乡绿化面积将达到 40% 。 ”
常营乡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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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朝阳北路沿线六大绿地公园连片成环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新闻【特写】05２０17年 11月 15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周潇潇│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吉言│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农民工夫妻城市之巅拍全家福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本报记者 边磊

学十九大精神实现“三个全覆盖”

常营半马赛道明年建成

“那个方向， 就是家乡的方
向。” 11月8日， 中建三局三公司
北京公司信达国际金融中心项目
组织9对农民工夫妻， 登上项目
最高处， 也是所在城市太原的最
高处， 远眺城市风景， 并拍摄下
夫妻团圆照片。

“我来自湖北广水， 是一名
信号工， 今年57岁。” 农民工朱
宏秀是一名有15年党龄的共产党
员， 2014年来到项目工作。 作为
流动党员， 她参加了项目组织的
党员活动， 每月按时在老家交党
费。 她的父亲和弟弟都是党员，
在家庭的熏陶下， 朱宏秀平时爱
帮助村民， 她的热心赢得村民称
赞。 她的丈夫许大春今年56岁，
是项目的一名杂工。

郭海海和刘芳平来自山西临
汾， 夫妻两人都是电梯司机， 各
自开一部电梯 。 家里有两个孩
子， 大的读技校， 小的读初中，
正是用钱的时候 。 “平时工作
忙， 没想到项目还组织我们夫妻
拍合影， 真的很幸福。” 由于郭
海海比妻子要矮出一头， 考虑到
拍照效果 ， 他特地找来一块砖
头， 垫上后与妻子幸福地合影。

王春雨是食堂师傅， 今年30
岁， 李延平是一名木工， 今年31
岁， 夫妻都来自黑龙江， 家里孩
子9岁。 “半年才回一次家， 上
次回家还是5月份。 平时和孩子
沟通就是靠视频， 我们能希望多
赚点钱养孩子。” 王春雨说。

一个个朴实的农民工， 平时
工作忙碌， 当天站在了城市之巅
绽放出了笑容。

项目副经理、 副书记王贵洲
告诉记者， 考虑到楼盘高度已经

突破了当地最高建筑的标高226
米， 这种荣耀要和参建的农民工
一起分享， 便策划了 “眺望太行
之巅， 拍摄全家福” 活动， 特地
组织了9对农民工夫妻到楼顶合
影， 并组织农民工父子、 兄弟登
顶合影。

项目工作人员还制作了标
牌， 写上 “有你在身边， 苦也变
成甜”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
兵” 等话语， 让农民工们的合影
显得更加温馨。

11月10日， 东城区工商联在
全市非公经济系统率先举办非公
经济代表人士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报告会暨第21期非公
经济人员培训班， 并将引领民营
企业家认真学习、 宣传、 贯彻十
九大精神， 把学习贯彻与抓好当
前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与十
九大精神对标、 对表， 让十九大
精神进商会、 进企业， 确保十九
大精神的学习贯彻实现 “三个全
覆盖”。

首先， 在东城区工商联机关
内部人员实现全覆盖。 通过座谈
会、测试竞赛等方式，督促和帮助
全体干部职工理解和准确把握十
九大精神实质，把思想、认识、行
动统一到各项工作上来。

同时， 实现在全区街道商会
全覆盖。 指导全区17个街道商会
采取非公经济人士和会员企业喜
闻乐见的形式， 宣传党的十九大
精神， 不断促进 “两个健康” 的
生动实践， 用十九大精神推进基
层商会承接政府部分职能转移、
参与城市治理以及非公党建等重
点工作， 体现各基层商会新时期
新的价值、 新的作为。

此外， 做到全体会员企业全
覆盖。依托各基层商会，结合理想
信念教育实践活动， 将学习贯彻
渗透到全体会员企业， 做到会员
企业覆盖率100%，在非公经济人
士中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
扬工匠精神， 促进非公经济健康
发展和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11月9日， 丰台区花乡黄土岗市民学习中心礼堂， 50多名社区志
愿者扎制着插花作品。 据悉， 黄土岗市民学习中心每年开展各类培训
课程200多期， 成立了10个协会。 此次学习周旨在让花乡志愿者把经
验带回各自社区， 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11月11至12日是供暖季前最
后一个周末， 北京燃气怀柔公司
职工放弃休息，请缨支援一线。

通气突击队队员郭跃龙走到
第一户村民家安装壁挂炉和燃气
灶的地方， 认真检查是否符合通
气要求， 随后打开燃气表箱， 用
U型水柱表测管道压力。 他还不
忘为村民讲解如何给燃气卡购
气、 充气等问题。 观察压力正常
后， 郭跃龙开始安装灶具， 放散
不纯气体， 填写完善基础台账，

一切完成后， 郭跃龙将 《燃气通
气处置单》 交到用户手中， 并告
诉村民一定要把领回来的 安全
用 气 宣 传 材 料 认 真 看 几 遍 。
“今年冬天能赶上天然气供暖真
是太好了。” 拿着材料， 村民脸
上露出喜悦。

截至目前， 燃气集团已完成
管线建设3665 公里 ， 涉及供暖
的管线已基本建设完成， 完成调
压站 （箱） 397 座， 煤改气工程
已基本实现通气。

燃气职工放弃休息保通气

花乡社区志愿者学插花

东城区工商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