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干湿分离进站必称重 居民 “四看” 监督分类

今年， 全市共设立19个垃圾
分类示范区 ， 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 临近年底， 垃圾分类做得怎
么样？ 昨天， 记者来到北京西站
和海淀苏州桥西社区两个示范
区， 两处的垃圾干湿分离， 生活
垃圾特别是厨余垃圾的处理井然
有序。

西站地区垃圾处理中心：
垃圾进站必称重

北京西站地区垃圾处理中
心 ， 生活垃圾日设计处理能力
120吨以上， 2017年1月正式投入
使用， 为70余家地区单位提供24
小时垃圾收集转运保障作业。 同
时在南广场有环卫中心 2号楼
（应急） 吊装式垃圾转运站， 设
计日处理垃圾能力60吨， 用于突
发应急保障任务， 突发应急保障
时可以在1小时内恢复垃圾转运
作业。

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建立了智
能中控系统， 做到 “垃圾进站必
称重”， 每家单位生活垃圾每日
过秤称量， 电脑系统记录称重相
关数据并自动生成数据库， 形成
“一户一张称重卡一份数据库”，
对地区垃圾计量数据实时24小时
监控。

同时， 将原来人力填压垃圾
作业改为自动化高压设备挤压填
箱作业， 垃圾箱装载容量明显提
高 ， 单箱载荷量由2.5吨提升到
11吨 ， 提高 300%以上 。 此外 ，
将原来的机械式排气改为全自动
智能管控的密闭式负压除臭， 实
现垃圾收集转运作业绿色化， 降
低异味产生和扩散， 对周边环境
的不良影响大大降低。

原来室内吊装式垃圾大箱转
运作业方式也改为全机械化的单
臂吊装车转运作业方式， 垃圾转
运频次明显减少， 由日均转运18
车减少到日均3车， 转运次数减
少80%以上， 同时大大降低生产
劳动安全风险。

2016年至2017年， 处理中心
收集转运生活垃圾日均约40吨，
单日最高数量为79吨， 其中北京
西站日均占比为70%， 其余为其

他驻区单位和公共区域保洁收集
垃圾。 处理中心代管收集转运餐
厨垃圾日均约为14吨， 涉及地区
66家餐厨垃圾产生单位。 处理中
心在地区共设立9处餐厨垃圾收
集转运临时点， 定时定点定线路
开展餐厨垃圾转运作业。

海淀苏州桥西社区：
垃圾分类指导员现场引导

拎着装有厨余垃圾的袋子 ，
将垃圾倒入厨余垃圾桶后， 把塑
料袋扔进旁边标有 “其他垃圾”
的垃圾桶。 这是海淀区海淀街道
苏州桥西社区居民已经习惯的做
法 。 在垃圾分类指导员的引导
下， 场面井然有序。

街道党委书记李春燕告诉记
者，多年前，苏州桥西社区的垃圾
分类工作并不像现在这样顺利、
成体系，仅仅限于口号阶段。 “当
时居委会为每户居民发放绿色和
灰色的垃圾桶，发放垃圾袋，购买
带盖的小塑料桶和厨房用的下水
小箅子。 楼前放置绿色厨余垃圾
和灰色其他垃圾两种垃圾桶，但
是大伙还是一个塑料袋混扔，厨
余垃圾里经常会有纸屑、 烟头等
杂物。 ”为此，社区配备了5个垃圾
分类指导员，每天定时去分拣，可
最终社区保洁员还是将厨余垃圾
和其他垃圾倒在一起， 一个垃圾
清运车拉走了。

李春燕说， 她们从原来5名

垃圾分类指导员中， 选出两名能
够保证时间、 比较负责的每天定
时定点上岗。 在社区党员的带动
下， 120名社区居民每天看护垃
圾桶， 早6点至晚9点实行看楼、
看门、 看桶、 看人 “四看”， 只
要有人投放垃圾就进行宣传、 指
导、 监督和服务的四落实。 人盯
人， 人盯楼， 人盯门， 人盯桶，
坚持半年看守， 居民们逐渐养成
了习惯。

2014年2月 ， 苏州桥西社区
为居民发放了第一笔厨余垃圾分
类收集奖励款。 居民每天投放1
斤厨余垃圾给1个积分， 每天只
积分一次 ， 一分兑换五角钱奖
励， 按季度发放奖励款。

明年示范区将达109个

前不久， 苏州桥西社区开展
了向居民募集油桶的活动， 用厨
余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土来种植蔬
菜和绿植， 真正做到绿色社区、
生态社区。

“将来我们还要做楼道绿
植、 阳台美化、 楼顶绿化。” 李
春燕说。 为了加速垃圾消纳， 社
区内还放置了旧衣物收集桶； 定
期开展图书互换、 换绿植活动；
配有电池回收箱和药品回收箱 ，
并且和住户签合同， 定期清理。

今年， 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共
涉及全市19个街道 ， 到明年年
底， 示范区将达到109个。

在位于天坛北门附近的汉庭
酒店 ， 楼顶几个一米见方的大
字， 被工人逐一拆下， 用吊车放
至地面。 昨天上午， 东城区天坛
街道联合公安、 消防、 工商、 食
药等多部门， 出动执法人员及施
工人员80余名， 开始对天坛路沿
线天际线展开清理， 当天共拆除
天坛路违规天际线牌匾6处。

“商家在设置广告牌匾时一
般都根据利益需求， 想设多大设
多大， 哪里显眼放哪里， 形状越
特别越好、 颜色越明显越好， 结
果造成牌匾各色各样 ， 越立越
高 ， 不但影响了楼体原有的美
观， 而且远远看去城市天际线十
分杂乱。” 天坛城管执法队队长
计伟介绍说， “另外， 一些商家
的广告牌匾设置位置和悬挂方式
存在安全隐患 ， 一遇到大风天
气， 我们就要进行安全检查， 派
专人盯守， 就怕掉下来砸到人。”

拆掉牌匾后， 站在汉庭酒店
楼顶往南看去， 天坛祈年殿清晰
可见。“天坛周边是首都核心区的

重点地区。我们‘重现环天坛天际
线行动’ 启动半月以来， 全地区
158处各类违规牌匾已有15处拆
除， 有的商家还表示将会自行拆
除违规牌匾。在这些违规牌匾中，
位于楼顶的天际线牌匾有43处，
将于本月底清除过半。 ”天坛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孟立国介绍， 预计
今年年底， 重现环天坛天际线行
动能收官完成。 违规牌匾清理完
毕后， 对于确实有设置牌匾标识
需求的， 将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审
批备案，统一规格，与天坛文化遗
产风韵和首都城市规划相协调。

据了解， 今年以来， 天坛街
道一直在对环天坛的违法建设、
开墙打洞进行拉网式清理， 已经
初见成效 ， 形成了以金鱼池地
区、 天坛路为代表的 “十无” 示
范街区， 和以东里北社区为代表
的 “十无” 示范社区。 “重现环
天坛天际线行动” 是天坛地区环
境整治的再细化， 未来将把天际
线与周边环境一同， 纳入天坛周
边城市风貌整体规划中。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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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农民工过上舒适生活

□本报记者 边磊

宿舍楼、 食堂、 休闲花园 、
健身房、 洗衣房……这里是中建
一局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职工生
活区， 项目引进物业化管理、 智
能化管理和信息化管理， 应用多
项绿色技术， 营造温馨舒适的办
公与生活环境， 让项目职工和农
民工过上了舒适生活。

宋洋和刘充是项目上一对新
婚夫妻， 两人跟随项目来到深圳
国际会展中心， 项目上特别为他
们这样的双职工安排了夫妻房。
和所有的职工宿舍一样， 他们的
“新” 房里配有空调、 独立卫浴，
直饮水直接接入室内。 细心的宋
洋在床头放上了他们的结婚照，
装点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屋内
她也布置得温馨浪漫。

职工生活区专门配备了健身
房， 项目技术员齐张晟每天晚上
都要去锻炼1个小时。 他是个健
身迷， 在他的带动下项目健身房
每天晚上都很热闹。 齐张晟像个
教练一样， 指导和帮助员工科学
健身。

在农民工生活区共有1068间
宿舍， 其中包含8人标准间、 夫
妻房等， 总共可容纳8306人同时
住宿。 生活区生活配套设施一应
俱全， 可享受一站式服务。 生活
区实施公寓化管理， 提供多人间
和夫妻房两种房型， 室内配置空
调。 农民工入住信息由物业人员
统一管理， 实名对号入住。 园区
公共区域有专人定时负责清扫、
管理， 水电实行刷卡式消费， 避

免浪费。
值得一提的是 ， 项目采取

“五卡合一” 的管理模式， 将消
费、 门禁、 水电、 入住、 个人积
分全部纳入其中。 农民工凭借手
中的一卡通就能实现施工区、 生
活区门禁实名通行， 有就餐、 洗
浴、 洗衣、 超市消费， 生活水电
使用控制， 宿舍入住以及个人培
训积分管理等功能， 在方便农民
工生活的同时， 可实时生成动态
管理数据。

在农民工食堂， 只需10元就
可以吃到两荤一素， 米饭、 汤不
限量供应。 生活区内配备品类齐
全的便利超市、 理发室、 活动室
等， 更有专业医护人员24小时为
劳务人员健康护航。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李想 王思粉

作为市政府重点折子工程，
11月28日, 位于香山公园内的香
山寺景区面向社会试开放迎客。

香山永安寺（简称“香山寺”）
古称大永安寺、甘露寺等，坐落于
香山公园南部。据史料记载，香山
寺始建于唐代 ，历经辽 、金 、元 、
明、清不断修缮扩建，至清乾隆时
期达到鼎盛， 成为香山的核心景
观。1860年、1900年先后遭英法联
军、八国联军焚掠。2012年，香山
寺修缮工程正式启动， 主体建筑
于2016年修复竣工 ，2017年启动
匾额楹联、文化展览、佛造像、环
境整治等工作。

香山寺占地面积55000平方
米，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整体

寺院布局灵活巧妙、空灵秀雅、动
静相济， 寺院建筑与整体山势充
分融合，文化价值极高，不仅在中
国寺院建筑中非常罕见， 在中国
古典造园艺术中也堪称为上乘之
作。 香山寺独特的前街中寺后苑
的建筑风格与秀美的自然环境紧
密融合， 建筑依山借势， 由低到
高，层层递进，使园林之美更具层
次、深度和韵味。

景区的试开放， 对恢复香山
静宜园历史原貌起到了标志性的
作用，为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和“三山五园”
历史文化景区建设增加了新的内
涵， 为广大游客提供了一处赏古
建景观、品园林文化的新场所。

“环天坛”年底前要亮出天际线

□本报记者 邱勇 文/摄

明年垃圾分类示范区将达109个

香山公园香山寺景区试开放

为了进一步强化施工作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 提高火灾防控能
力和突发事件应变能力， 连日来， 北京城建十六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
开展了消防演练活动。 图为项目部职工正在进行办公场所安全应急逃
生演练。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雷蕾 摄影报道

项目工地演练消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