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乡村建设“缺什么补什么”

新新时时代代 新新气气象象 新新作作为为

□本报记者 孙艳

2020年底前全市基本完成所有村庄建设任务

2020年底前， 全市将基本完
成所有村庄的美丽乡村建设任
务。 未来三年， 本市将按照 “三
步走” 的工作时序推进实施。 昨
天下午， 北京市委农工委副书记
苏卫东在本市召开的 “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
新闻发布会表示 ， 本市将结合
“三农” 实际， 尊重农民需求和
创造， 为不同村庄提供 “缺什么
补什么” 的个性化建设方案， 通
盘考虑、 分类推进。

去年11月，本市部署了《关于
开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 ” 专项行动 （2017—
2020年）的实施意见》，启动了美
丽乡村建设三年专项行动 ，2020
年底前， 将基本完成全市所有村
庄的美丽乡村建设任务， 全面提
高农村文明程度、 全面增加农民
收入、全面缩小城乡差距、全面提
升农村精细化管理水平。

记者了解到， 三年专项行动
将按照 “三步走” 的工作时序推
进实施。 第一步， 全面开展农村
地区环境整治， 完成郊区主要道
路沿线、 旅游区及重点场所周边

1000个左右村庄的环境整治和美
丽乡村创建， 重点是布好点、 划
好线 ， 探索总结出好的方式方
法， 为新一轮美丽乡村建设打牢
基础； 第二步， 通过深化美丽乡
村建设， 推动工作由点、 线向周
边有序纵深推进， 再完成1000个
左右美丽乡村建设任务， 逐渐形
成面上辐射 ， 接连成片 ； 第三
步， 2020年基本完成所有村庄美
丽乡村建设任务。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 需要科学规划、 注重质量、
从容建设。 为扎实地建设好美丽
乡村， 本市将结合北京 “三农”
实际 ， 充分尊重农民需求和创
造， 健全 “因地制宜” 的机制，
坚持分类推进。

苏卫东表示， 全市有近4000
个村庄， 形态各异、 各有特色，
必须根据村庄不同特点， 通盘考
虑、 分类推进， 做到全面达标与
特色创建相结合、 有形提升与无
形提升相结合、 村容村貌改善与
农民安居相结合、 休闲旅游发展
与农民收入增长相结合。 比如，
对于规划保留村， 会加大投入力

度， 加快补齐短板； 对于规划非
保留村， 以环境整治为主； 对于
已通过创建验收的村， 将继续巩
固提升， 缺什么补什么。

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 本市
还将健全 “农民主体” 机制， 确
保农民受益。 “这项工程搞得好
不好， 关键要看农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 农民的主体作用， 要体
现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各方面和全
过程。” 苏卫东表示， 建设前期，
规划编制必须广泛听取并充分尊
重农民意见建议； 建设过程中，
要建立农民投工投劳机制， 最大
限度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后期维
护中 ， 要不断培育农民文明意
识， 引导动员更多村民参与环境
和设施管护工作 ， 形成人人参
与、 人人奉献、 人人共享的良好
氛围。

“大体用三年的时间， 分三
个阶段、 分批次推进， 加快实现
农村环境整治以点为基、 串点成
线 、 连线成面 ， 使一个个 ‘盆
景’ 连成一道道 ‘风景’， 形成
一片片 ‘风光’， 为美丽北京增
光添彩。” 苏卫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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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文 陈艺/摄

1月9日， 北京市总工会机关
系统党员轮训班第一期开课。 本
次党员轮训共设置两期， 每期有
大约200名来自市总工会机关系
统的一线党员干部。 据了解， 本
次培训安排了多种形式的课程，
其中包括专家授课、 劳模宣讲、
分组学习讨论。

北京北汽九龙出租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的出租车司机刘韶山和
来自北京北方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的出租车司机王建生， 作为劳模
宣讲团的成员， 为培训人员带来
了相声 《我要绿色出行》。 “宣
讲的形式多样， 信息量大， 不仅
接地气， 还易理解。” 学员们纷
纷为新的宣讲方式点赞。

“我们的作品都是讲劳模工

作、 生活、 学习中的点点滴滴，
再和绿色出行结合起来进行宣
讲。” 刘韶山和王建生是绿色出
行畅通北京交通宣讲团的成员，
2015年他们在社区宣讲中首次将
相声的形式带入其中。

“《我要绿色出行》 创作了大
约四个月， 差不多改了五六稿，
我们会根据要宣讲的单位和主题
来增加新内容。” 刘韶山说， 虽
然不在同一个公司工作， 但是这
丝毫没有影响两个人练习的热
情 ， “通过微信和电话都能练
习， 有时候遇到火花， 我俩就约
在一个地点练起来。”

“我们希望能用相声这种方
式，更好地传达十九大精神，让大
家更爱听，听得懂。 ”王建生说。

市总机关系统党员多形式学十九大精神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本报记者 孙艳/文 陈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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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授课 劳模宣讲 分组讨论

“有了这个爱心小站后，终于
有地儿能喝口热水 ， 暖和暖和
了！ ”昨天上午，丰台大红门辖区
31个爱心小站挂牌成立。

ofo共享单车公司的王现良
师傅清理完小区里堆积停放的单
车， 走进大红门街道南顶村社区
的爱心小站歇脚。 志愿者们为他
端来热茶水、 送上了热水袋。 坐
在温暖房间里， 抿一口热茶， 王
现良的心里暖暖的。 ４6岁的他来
自河南商丘， 主要负责南四环到
石榴庄路的ofo共享单车摆放。

大红门街道宣传统战部部长
刘天远介绍， 爱心小站的成立与
大红门街道和地区共享单车企业
的长期合作密不可分。 去年下半
年， 大红门街道建立了社区志愿
者日常巡逻和共享单车大数据管
理的联动机制，志愿者巡逻时会
将车辆乱停乱放的现场照片和
定位发到共享单车精细化管理微
信群里，各家公司派人调度管理，
成效显著。 街道还将地区地铁及
公交站周边拆违腾退出来1300平

方米空地，用来停放共享单车。
“看到在寒风中中转车辆的

师傅们， 街道决定要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 于是，大家共同协商，
在每个社区就近建一个爱心小
站，让师傅们能喝上热水，有一个
能御寒歇脚的地方。 ”刘天远说，
这个想法得到了辖区31个社区和
银泰百货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大
家纷纷在办公场所开辟出爱心小
站 。 而大红门地区ofo和摩拜单
车的摆放运营人员共有100多人，
他们均可在31个爱心小站歇脚。

“有了爱心小站真好， 以后
就有喝热水的地儿了。” 简单休
整后， 王现良和其他师傅又精神
抖擞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大红门31家爱心小站温暖单车师傅

昨天上午11点8分，随着最后
一斗混凝土的浇筑 ，2019年北京
世园会中国馆工程顺利实现封
顶。就在此时此刻，世园会植物馆
在中央美术学院正式对外发布。

中国馆自工程开始 ， 600多
名工人和30名管理人员就日夜奋
战在施工一线。 北京城建集团项
目管理团队克服雨季防汛、 冬季
低温施工困难， 同时破解了中国
馆结构多变， 弧形墙， 拱形梁，
异形柱， 超高、 超大、 超限等一
个个技术难题， 增大资源配置，
让600多人的施工团队高速运转，
各专业密切配合， 昼夜不间断施
工，以“世园速度”拔得世园会场
馆建设头筹。 2018年，中国馆将转
入二次结构、 幕墙和精装修施工
以及园林绿化等施工。

据悉， 除三大主要建筑场馆
陆续封顶外， 园区基础设施隐蔽
工程也已基本完成， 国际、 国内
展园全部平整完毕， 已具备进场
施工条件， 各省区市方案评审通
过后可随时进场施工， 并将逐步
启动室外展园建设， 完成世园酒
店及配套设施主体工程建设。

植物馆别称 “万花筒 ”，是
2019北京世园会四大核心主场馆
之一，由万科集团、北京世园投资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建
设。 该馆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
米， 建筑设计理念为 “升起的地
平”，建筑表面机理以植物根系为
灵感， 庞大的垂坠根系向下不断
蔓延， 将植物原本隐藏于地下的

强大生命力直观呈现给参观者，
不仅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 更带
领参观者踏上以感受植物根系力
量为起点的奇妙植物世界之旅。

植物馆建筑分为三层， 一层
设有热带植物温室， 占地约3000
平方米， 汇聚600多种珍贵植物。
通过红树林、 热带雨林、 蕨类、
棕榈、 多浆植物、 食虫植物、 苔
藓等展现植物王国的多样性以及
植物生存和适应环境的智慧， 设
有5大展区12个景点。 人工红树
林， 再现红树林适应海潮涨落演
化出的胎生、 支柱根、 泌盐等特
征， 彰显海岸卫士的生态功能；
热带雨林着力展现植物与植物、
植物与动物之间竞争、 协同的关
系； 食虫植物靠食肉来摄取营养
……展馆通过一系列高科技创意
手法， 向参观者充分展示 “植物

的智慧 ”， 呼唤人类保护植物 ，
关爱地球， 关注人类的未来。

红树林生态体系的展示是植
物馆的一大特色。 展馆一层主题
展厅将通过高科技数字影像装置
打造虚拟红树林， 并在温室主入
口 区 域 种 植 展 示 真 实 红 树 林
植 物 群落风貌 ， 以虚实结合的
方式展现红树植物的智慧。 二层
为绿色多功能报告厅， 会期将陆
续举行红树林、 植物科学画等分
主题展览。 植物馆屋顶设计也是
一大亮点， 屋顶观景平台设有中
信植物主题咖啡书店和纪念品商
店， 站在这里登高远眺， 可以将
妫水河、 海坨山以及中国馆、 天
田山等北京世园美景尽收眼底。

活动当天， 植物馆全力推出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植物馆合作伙伴计划”。

植物馆“万花筒”亮相
世园会中国馆实现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