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2018
年， 西城区将对白塔寺历史风貌
保护区加大腾退改造力度， 对白
塔寺区域未参与腾退的居民， 将
采用就地改善的方式， 开展 “平
房成套化” 试点改造探索。 这是
记者昨天从西城区 “两会” 上了
解到的。

昨天， 记者在西城区福绥境
50号院看到， 一个13平方米的房
间里 ， 不仅客厅 、 卧室 、 卫生

间、 厨房一应俱全， 而且还有诸
多的储物空间， 可谓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而这正是西城区白
塔寺地区正在开展的 “平房成套
化” 试点改造的 “样板间”。

白塔寺历史风貌保护区位于
阜成门内大街以北、 赵登禹路以
西、 规划实施中的受壁街道路以
南、 西二环道路以东的地区， 整
体区域占地约37公顷。

西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针

对白塔寺历史风貌保护区， 他们
将着力于降低白塔寺区域内人口
居住密度、 提升区域内基础公共
设施、 改善公共环境、 挖潜区域
文化、 促进业态提升等， 以最终
实现民生改善、 恢复历史风貌、
完善街区功能。

今年， 西城区将通过优化创
新工作模式， 推动平 房 成 套 化
改造方案的完善 ， 引导居民参
与就地改善工作， 实现居民居住
条件改善和环境提升目标 。 其
中 ， 将分阶段对整个白塔寺片
区 28条 胡 同 的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进 行 改造 ， 涉及供水 、 雨水 、
污水、 供气、 供电、 电信、 有线
等内容。

新新时时代代 新新气气象象 新新作作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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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昨
天从朝阳区“两会”获悉，今年朝
阳区街道地区计划完成28家商品
交易市场提升改造任务， 重点推
进18家农副产品市场的升级改
造；全区计划选址建设早餐、家政
等便民服务网点150个，其中新建
规范社区菜市场、 生鲜超市各类
蔬菜零售网点60个，1000m2以上
便民商业服务综合体5家。

朝阳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朝阳区共有各类蔬

菜零售网点1282个， 蔬菜网点总
面积约为21.34万m2，人均售菜面
积超过60m2/千人， 超过北京市
50m2/千人的规定要求。 未来两
年，朝阳区将进一步实施《朝阳区
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三年
行动计划》， 加强政策和资源统
筹，推动品牌企业进社区，加快补
足商业便民服务短板， 不断提升
朝阳区生活性服务业品质。

按照计划，2018年，朝阳区街
道地区将继续大力推进疏解区域

市场、 提升专业市场、 改造农副
产品市场共28家、 涉及建筑面积
20.8万m2，其中，重点推进18家农
副产品市场的升级改造。

今年， 朝阳区计划新建或规
范提升连锁化、规范化、品牌化的
便利店（超市）、餐饮、便民菜店等
生活性服务业网点150个，其中蔬
菜零售网点60个，有5家是1000m2

以上便民商业服务综合体。
此外，还将计划用三年时间，

引导建设5家以上生活性服务业

示范街区， 支持建设10家以上的
社区商业综合体， 在零售行业培
育 3家 门 店 超 过 100个 的 连 锁
便利店企业，在农产品行业培育5
家网点数超过20个的龙头企业。
同时， 新建改造品牌连锁便利店
100家、生鲜超市（社区菜店 ）100
家、规范早餐网点100家、家政服
务网点60个，推动8项基本便民服
务在城市社区实现全覆盖。

该负责人透露，目前，朝阳
区正在加紧完成朝阳生活地图、

蔬菜地图等4类社区网点的摸底、
核查和图上标注工作。 通过综合
考虑人口密度、道路距离，从便利
度、覆盖度、满意度等多个维度，
对全区涵盖蔬菜零售、社区服务、
连锁便利、早餐工程、家政服务等
八大类生活服务业态6000余个便
民服务设施进行一一标注。“朝阳
区便民商业服务网点地图” 制定
完成后，菜店、早餐店、家政公司
……家附近有没有这些店？ 都在
哪儿？未来将一目了然。

本报讯（记者 闫长禄） 昨天
是全国第32个、 我市第22个“110
宣传日”。 上午10时，北京市公安
局走入东城区交道口街道交东社
区，集中开展了“110，守护新时代
美好生活”主题宣传活动。市公安
局、东城区政府相关部门、东城区
交道口街道领导、 群防群治组织
代表及社会各界群众参加活动。

据悉， 全市各区也设立分会场举
行相应主题活动。

活动中， 市公安局简要回顾
了2017年北京110工作成效，提出
了北京110在新的一年里守护新
时代美好生活的方向和重点，对
社会各界长期关心、支持北京110
工作、联手创新表示了诚挚感谢。
随后， 大家观看了 “群众眼中的

110”视频片，指挥部民警讲述接
处警故事，展示心系百姓、服务社
会的为民情怀。此外，市公安局刑
侦、治安、人口等相关部门民警向
现场群众解答各类咨询， 发放了
印有防范提示及便民利民措施的
宣传品。特警、消防等警种展示部
分特种小型单兵警用装备， 并进
行了现场讲解。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这次
宣讲活动让我挺震撼的， 一个个
感人的故事都是来自最基层的声
音，他们都是‘十九大’精神的践行
者、 传播者， 他们的精神让我感
动。 ”大兴庄镇职工李金红听完宣
讲后激动地说。 近日，北京市百姓
宣讲团走进平谷区大兴庄镇为全
镇百姓带来 “不忘初心跟党走 ，

圆梦京华谱新篇” 为主题的百姓
宣讲活动。 全镇机关干部、 职工
代表120多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报告会上，六位宣讲团成员紧
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十九
大”精神，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生
活实践，讲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
事、经历、感受、见闻，诠释了“十九
大”精神的切身感受和体会。

1月9日， 朝阳区安贞街道食药所、 宣传科等部门在安贞华联超市
门口、 辖区内农贸市场等居民集中的4个地点， 同时开展了 “创建食
品安全示范区” 主题宣传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的现场还设置了食品安
全流动监测点， 当场免费为社区居民提供快速检测， 讲解食品安全知
识， 宣传食品安全示范区工作。 现场倍肯公司工程师提供了快检设备
维护等快速检测技术支持工作。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摄影报道

安贞设流动监测点免费快检食品

百姓宣讲团走进平谷大兴庄宣讲

北京举办110宣传日主题活动

今年朝阳将新增便民服务网点150个
升级改造28家农副市场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打造
农产品销售电商和企业， 培养现
代化新型农民。 记者昨天从密云
区“两会”获悉，今年密云将全力
推动农业“十百千万”创建工程，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其中，将培养年收入五万元
以上的职业农民上万人。

“十百千万”工程即：打造年
销售额达千万元以上的农产品销
售电商十个以上， 年销售额达百
万元以上的农产品销售企业百个
以上， 培养年收入超过十万元的
职业农民千人以上， 年收入五万
元以上的职业农民万人以上。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正在

通过推进农业设施现代化、 改造
老旧设施、 引进优良品种等先进
技术，打造‘高精尖’农业产品。同
时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销、宅
配、私人定制以及主流批发市场、
农超对接等销售业务， 进一步顺
畅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密云区
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冯杰明告诉
记者， 特别是在持续开展职业农
民培训方面，坚持“一村一班、一
班一方案”，引进推广“一看就懂、
一学就会、 一用就灵” 的实用技
术，以能力建设为目标，每年开展
不少于三万人次的专业培训，提
高培养职业农民的能力和水平，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昨
天从东城区“两会”了解到，东城
区 今 年 将 新 建 改 造 绿 地 面 积
15万m2，其中完成屋顶绿化 1.2
万m2； 创建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
单位1个，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社
区1个；栽摆花卉200余万株盆；复
壮古树150株； 公园绿地500米服
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2.48%。

今年， 东城区将建设1.1万m2

的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 、6300m2

的景泰桥东南铁路沿线绿地 、
5500m2的明城墙遗址公园北绿地
三处公园绿地， 坚持建设城市森

林理念，建设城市休闲公园。建设
约1000m2 的东四地铁口规划绿
地，全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
覆盖率提升至92.48%。

同时， 还将建设东四块玉西
侧绿地、 广渠门桥西北角等10处
小微绿地公园共1.8万m2。 实施
珠市口东大街、 广渠门内大街等
重点道路绿化景观改造提升， 打
造 “林荫大道 ” 和林下休憩空
间。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杨柳飞絮
治理工作， 东城区还计划治理杨
柳树雌株 8300余棵 ， 复壮古树
150株。

此外， 东城区还将继续推进
龙潭公园、 柳荫公园、 青年湖公
园 、 南 馆 公 园 等 区 属 公 园 湖
水 水 质改善 。 2019年 ， 前区属
公园全部水体力争达到地表水Ⅳ
类标准。

目前龙潭东湖湖水和青年湖
湖水水质改善项目正在冬季施
工。 已完成清淤施工前排水、 设
备调试、 搭建区域围堰、 围挡等
准 备 工 作 ， 计 划 春 节 前 完 成
部 分 湖区清淤任务 。 2018年完
成全部工程并进行调试， 实现水
质达标。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 记者
昨天从怀柔区 “两会” 获悉， 今
年， 中国 （怀柔） 影视产业示范
区将新增加一个特效基地———博
纳特效基地。

“博纳特效基地占地 48亩 ，
将与国外合作建设， 其技术将与
国际接轨。 基地将利用示范区内
的闲置厂房进行建设。” 怀柔区
文促中心副主任王青俊介绍， 示
范区将在确保续建项目按期实施
的同时， 推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
新校区二期工程、 制片人总部基
地、 博纳特效基地等新建项目尽
快开工。 同时， 利用新出台的保

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相
关政策， 动态监测并推动全区各
镇乡现有企业利用闲置国有和集
体工业用地转型发展。

王青俊表示， 今年， 示范区
还将推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新校
区二期工程、 制片人总部基地的
开工建设。 “目前，北影新校区一
期工程预计春节前大部分工程将
陆续封顶， 春节后将进入二次结
构施工阶段。 施工进展与工程计
划基本实现同步。 而新校区二期
工程建筑面积近22万m2， 建设内
容主要为教室、 风雨操场、 会堂
等。 工程计划于2018年底开工。 ”

密云将培养万名新型职业农民

怀柔影城将新增高端特效基地

东城今年新改建绿地15万m2

白塔寺地区将试点“平房成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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