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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25年历史的潘家园旧货
市场 ， 向文创转型迈出了第一
步， 开启了潘家园自主设计、 经
营的新模式， 开出首家 “潘家园
礼物” 文创店。 昨天， 记者从潘
家园旧货市场了解到， 未来， 潘
家园旧货市场将通过市场转型进
一步丰富业态， 打造老北京文化
地标， 通过搭建 “潘家园指数”，
建立文玩艺术品行业标准。

首家文创店 “潘家园礼
物”开业

双面绣团扇、青瓷荷花杯、成
化斗彩鸡缸杯、老黄历、书签、京
剧脸谱屏风……在2017年年底刚
刚开业的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自
营品牌“潘家园礼物”店内，记者
看到了许多让人眼前一亮的 “礼
物”。开店一月余已卖出商品一千
余件， 传统工艺品和具有老北京
文化特色的商品受到顾客热捧。

潘家园市场总经理姜玮介
绍，“潘家园礼物”共打造了“潘家
园督造”“潘家园造办”“潘一念”
三大系列自营品牌， 分为五大子
系列。 首批推出的“潘家园礼物”
中很多作品由潘家园设计师团队

自主设计。 潘家园市场还将与一
批优质商户、非遗匠人深度合作，
共同打造文创产品。

“‘潘家园礼物’秉承的是‘好
东西不贵’的理念，将市场优质商
户资源和当下时尚理念相结合，
推出创意丰富、 性价比高的潘家
园礼物，也借此向年轻化、时尚化
转型。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消费者
和产品之间的桥梁， 让更多人了
解、喜爱上传统文化。 ”姜玮说，下
一步还将探索体验经营的模式，
引入手工DIY的玩法。 未来，潘家
园将不断完善自身模式、 打造一
个可连锁化运营的自营品牌。 目
前， 潘家园也在积极与各大特色
文旅商圈对接，将逐步走出北京，
在全国进行自营店的铺设。

记者了解到 ， “潘家园礼
物” 是潘家园旧货市场内首家文
创店， 是向文创转型迈出的第一
步， 开启了潘家园自主设计、 自
主经营的新模式。 下一步， 潘家
园市场还将通过转型升级的自身
变革， 将中国的非遗手工艺品、
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手工艺品、
富含文化创意的产品都吸纳进
来， 打造老北京文化地标潘家园
的2.0版本。

文玩艺术品交易将用上大数据

姜玮透露， 未来， 潘家园市
场将进一步丰富业态， 利用旧货
市场丰富的行业资源、 专家资源
和对文玩艺术品独有的鉴定评估
能力， 实现典当、 中古、 拍卖行
业的落地， 弥补市场中端拍卖空
白现状。

为规范文玩艺术品行业， 建
立明确的行业品质、 价格标准，
潘家园将发挥作为文玩艺术品行
业龙头企业作用， 通过搭建 “潘
家园指数”， 对文玩艺术品交易
的原始数据进行科学分析， 形成
可视化行业大数据。

据悉， “潘家园指数” 共分
为繁荣指数、 商品指数和市场指
数三个方面， 目前正在进行硬件
设备的筹建工作， 预计今年上半
年繁荣指数将可以向社会发布。
姜玮表示， “潘家园指数” 的搭
建成功将为文玩艺术品行业的未
来发展提供严谨科学的数据支
撑， 为行业发展提供借鉴。

潘家园模式“走”进大同

在山西省大同市， 与有近千
年历史的华严寺隔街相对， 一座
采用木质结构、 还原大同传统建
筑风格的市场已建造完成， 这里
正是潘家园市场联合古城大同打
造的中国大同·潘家园项目。 同
北京潘家园异曲同工， 大同·潘
家园项目依托大同本土特色文化
打造， 未来将集大同老字号、 大
同餐饮、 大同特色文化于一身，
依托大同本身的旅游资源优势，
打造坐标式文化休闲场所。

“2017年 ， 潘家园市场积极
地走出去， 拓展品牌授权业务，
输出管理模式， 我们启动了山西
大同潘家园项目。 项目借鉴了北
京潘家园及全国知名古文玩市场
的文化市场运作模式 ,是古城大
同市提升城市文化品质的重要工
程， 整个项目预计于今年5月1日
试营业。” 姜玮介绍。

□本报记者 盛丽

大国工匠、 小巷管家、 网红
刑警、 环保奶奶……近日， 在北
京地铁 6号线的列车内 ， 乘客
们 被一幅幅 “北京榜样 ” 宣传
画 所 吸 引 ， 纷 纷 点 赞 并 合 影
留念。

据了解，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
京地铁公司推出10部 “北京榜
样” 地铁公益专列， 广泛传播榜
样精神 。 专列以车厢内装饰为
主， 集中展示 “大国工匠” 高凤
林、 高铁 “领跑者” 贾利民、 文
物 “医师” 吴书瑞等 “2017北京

榜样” 12名年榜人物。 一个个榜
样人物反映了浓郁的年度记忆。
很多乘客表示， 榜样人物一个个
真实而平凡的故事， 诠释了敬业
奉献、 无私大爱的精神。

据介绍， 10部卡通版 “图说
我们的价值观” 主题专列也已同
步上线运行。 首都文明办相关负
责人表示， 今年还将陆续推出系
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
专列 ， 聚焦 “背街小巷整治提
升” “文明过大年” 和 “志愿服
务” 等主题。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闫凤云 单晓霞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近日， 中建二局三公司西南
分 公 司 走 进 四 川 省 资 阳 市 千
佛 乡 上游村小学 ， 给孩子们送
去了温暖。

活动现场， 西南分公司的党
员和团员志愿者为孩子们发放了
近100套学习书籍及儿童玩具 ，
并为 “优困生” 发放了由西南分
公司党员和团员共同捐助的6000
元慰问金。 仁和春天项目团支部
书记李星还给孩子们上了一堂交
通安全、 食品安全和防拐骗课，
让他们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资阳市安岳团县千佛乡上游
村小学共有4名教师和二年级和
四年级及两个幼儿园班共78名学
生， 学生中多数是留守儿童， 部
分孩子因为家庭的贫困几乎无力
支撑学业。 中建集团在调研中了

解这一情况后， 联手西南分公司
中洲项目团队将这里作为 “爱心
帮扶实践基地”， 并立即组织工
作人员将学校的门窗进行刷漆和
修补。

当天，中建集团“爱心助教实
践基地”揭牌。中建二局三公司西
南分公司党委书记鞠高德， 代表
中建集团团委同千佛乡上游村小
学签署了帮扶协议， 从即日起至
2020年底， 西南分公司将每年不
少于两次助学， 对学校校舍部分
区域进行维修， 对困难学生进行
帮扶，对部分班级设置奖学金，让
上游村小学的硬件设施得到改
善， 让每个穷困家庭的孩子都有
机会读书。 这也标志着西南分公
司与千佛乡上游村小学正式建立
帮扶机制。

□本报记者 王路曼 通讯员 戴琪果 于波

前不久， 随着最后一户点火
试验， 密云区水泥厂家属院64户
居民家，历时3个多月的燃气改造
全部接通。 而这些居民也成为密
云区实施信访代理制的又一批受
益者。 昨天，记者从密云区获悉，
截至目前， 密云区各单位共主动
代理信访问题206件，化解168件。

据了解， 自2017年以来， 密
云区委区政府深化信访制度改
革， 实施信访代理工作， 区信访
办及各代理单位积极配合、 形成
合力， 推动信访代理制改革工作
迈上新台阶。 水泥厂家属院是密
云区老旧小区之一， 住户大多是
年岁已高的水泥厂退休职工， 之
前这里一直用煤气罐取火做饭，
换气需要自己拉着煤气罐到几里
之外， 特别不便。 小区居民一直

希望能通上天然气。
居民高巨保是这个家属院的

楼长， 2017年10月， 他带着群众
的诉求， 找到了密云区信访办，
当时正值密云区开始全面实施信
访代理制工作， 区信访办主动代
理了该信访问题。 随后区信访办
作为代理主体， 区城管委、 鼓楼
街道办事处积极配合， 与燃气公
司、 居委会一起前后组织召开了
10余次的信访代理协调会， 通过
各部门齐心协力， 居民的期盼终
于得到了解决。 对于解决成果，
高巨保高兴地说： “今年春节，
可以用燃气煮饺子了！”

记者了解到， 自2017年8月，
密云区全面深化实行信访代理制
工作以来， 区信访办组织全区49
家单位150余名信访干部， 进行

了基础业务工作和信访代理制工
作培训， 建立完善了村、 社区代
理， 镇街、 委办局代理和区领导
代理的 “三级代理” 工作格局，
并成立了信访代理督导小组和考
核小组， 对单位信访代理制工作
落实情况进行督导考核。 全区与
信访工作密切相关的20个镇街和
29个委办局全部建设了信访代理
平台， 建立了信访代理室， 配备
了信访代理员， 健全了信访代理
规章制度。

密云区信访办主任朱立武表
示， 今后要继续完善信访代理工
作， 加大信访代理考核力度， 同
时还要坚持属人和权责相当的原
则， 以属地代理为主， 职能部门
密切配合， 形成合力， 真正实现
群众动嘴、 干部跑腿。

“北京榜样”公益专列亮相地铁6号线

中建二局党团员爱心助教留守儿童
群众动嘴 干部跑腿

密云“信访代理”4个月化解问题168件

开设首家文创店 搭建“潘家园指数”

潘家园市场打造老北京文化地标

□本报实习生 王珮璇/文 本报记者 彭程/摄

2月1日， 2018年春运即将开
启。 昨天， 记者从北京车辆段获
悉， 该段通过内部挖潜备整备抽
调列车车底共计21组343辆投入
春运， 并增调163人加入春运保
障队伍。

库检车间副主任董江博介
绍， 2018年春运， 车段在担当图
定102组列车日常检维修的基础
上， 为配合加开列车需要， 通过
内部挖潜备整备抽调列车车底共
计21组343辆， 其中空调列车14
组、 非空调列车5组、 租借西安
局2组。

据介绍， 北京车辆段负责值
乘春运期间加开列车的随车检修
和添乘包保任务。 为保证加开车
辆安全运行， 车段围绕 “六防”
要求， 加强了制动系统、 钩缓装
置、 悬吊装置、 车辆电器、 发电

车等关键部位及车辆重点环节、
隐患处所的把关检查。 在整修设
备 期 间 ， 车 段 组 织 所 有 工 作
人 员 对样版车进行现场观摩和
学习， 保证所有列车一辆不漏、
辆辆达标。

在原有基础上， 为了保障春
运期间旅客运输的需要， 北京车
辆段还从各车间抽调技术强业务
强、 工作经验丰富的乘务员163
人加入春运保障队伍。 这也就意
味着除了图定列车随车工作人
员， 今年春运期间该段又有163
名干部职工加入到春运 “逆行”
不能回家团圆的队伍。

目前， 该段干部职工正在加
班加点， 全力以赴对春运加开列
车进行全面整治整修和最后上线
运行前的设备质量验收， 全力保
障春运有序开展。

2018年春运即将开启

北京车辆段加开21组343辆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