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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北京环卫集团敞开大
门， 邀请市民走进固废处理公司南
宫生活垃圾焚烧厂， 近距离参观焚
烧发电设施， 探访生活垃圾如何发
挥“余热”，了解垃圾焚烧发电始末。

前来参观的市民听取了工作人
员对环卫集团及南宫焚烧厂的基本
情况介绍。 在卸料平台， 集装箱式
垃圾车缓缓开进卸料大厅， 垃圾仓
的仓门升起 ， 垃圾随后被送入仓

内。 经过发酵后， 仓内的这些垃圾
将被庞大的垃圾吊抓斗输送到焚烧
炉内进行焚烧， 产生的热能转化成
动能发电， 最终并入电网。

“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是否
会对大气造成污染？ ”针对市民们关
心的各种问题， 北京环卫集团固废
处理公司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副总
经理袁满昌一一进行了解答。

在焚烧厂中控室内， 巨大显示

屏吸引了市民的眼球， “中控室全
年节假日无休 、 全天24小时运转 ，
大屏幕会实时更新视频和数据， 全
厂设备运转情况一目了然。 由于采
用的是DCS集控方式， 一个班组9个
人就可以了。” 袁满昌说。

据悉， 北京环卫集团承担着全
市近60%的生活垃圾处理重任，现在
北京南部和北部地区分别形成了完
善的生活垃圾处理全业务链。

今年恰逢首都燃气事业发展60年，
6月10日，北京燃气集团以“市民走进60
年北京燃气”为主题举办了首都国企开
放日活动。当天近30名首都市民代表走
进北京燃气集团西集天然气应急储配
中心和西集门站观摩。

北京燃气集团西集天然气应急储
配中心位于通州区，保障各类点供站如
农村煤改气、公交车清洁能源用气等液
化天然气液源。“大家所看到的‘大罐’，
其所在区域就是液态天然气的储存与
充装区域，5000立方容积的储罐可储存
约2200吨液化天然气。”北京燃气集团的
郭海楠说， 在北京市用气高峰时期，通
过专业的气化装置进行气化后，可以供
应北京市360万户居民一天的炊事用气。

“简单来说 ‘门站 ’的任务有三个 ，
第一是接收气源，进行计量 ；第二是调
节压力；第三是加臭 。然后将接收来的
天然气，安全、稳定地输送给下游公司，
进而输送到千家万户。” 北京燃气集团
的王耕宇说。作为北京东部重要的气源
点，西集天然气门站的主要功能是接受
陕京二线来气，经过多道工序后分别向
下游供气，确保首都的安全稳定供气。

参加本次活动的市民大部分来自
通州区， 不少人都赶上了农村煤改气，
市民刘纪坤说：“通过参观了解到燃气
集团如何供气的，他们是真正的幕后英
雄，以后还得多多支持咱们首都国企。”

6月10日， 众多市民走进房地集
团首华物业公司中国华侨历史博物
馆，感受国企物业服务的新风范。

在首华物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市民观看企业宣传片和项目员工制
作的短视频，通过展现服务、培训、质
检、演练、团建等方面感受到国企朝
气蓬勃的团队精神。工作人员为大家
现场演示 “CPR心肺复苏操作流程”

等，市民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完成心
肺复苏操作流程的体验，学到了心肺
复苏的急救知识。

两名讲解员分批次带领参观市
民参观了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贵的实
物、图片及定位发声、场景复原、幻影
成像等技术，介绍了中国海外移民的
历史概况、海外生活以及他们与中国
的联系。

6月10日， 西城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
织40多名中小学生和家长走进北京通信电信博
物馆，500多件实物、600多张图片的展览，让他们
了解了北京地区电信行业130多年的发展历程，
并体验了最新的通讯技术应用。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史占清 摄影报道

6月10日， 作为 “国企开放日” 线路之一的
铜牛电影产业园迎来了众多北京电影学院的老
师、 青年学生和媒体朋友的到访参观。 相关负
责人为大家讲解了专业影视设备的功能与作用，
以及现场数据的管理方法， 来宾还与后期制作
团队进行了交流。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

近距离看生活垃圾发挥“余热”
□本报记者 边磊

中小学生了解通信史

大学师生交流拍电影

6月10日， 首都市民代表走进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新机场线07标项目工地观摩， 体验
地铁施工领域的新成果。 市民听取了新机场线一期工
程的介绍， 观看了工程视频材料， 参观了施工现场盾
构管片和盾构机工作的模型， 体验了盾构施工的工地
现场。

本报记者 白莹 周世杰 摄影报道

市民探秘新机场线

“我们的昨日是70年的历
史沉淀 ， 生产出了十三陵二
锅头酒 、 燕岭春酒 、 华都酒
等产品……” 6月10日的 “首
都国企开放日 ” 活动中 ， 40
余名市民来到北京华都酿酒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参观 ， 感
受酱酒里的匠心传承。

华都酒厂建厂于1949年，
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家拥有清
香 、浓香 、酱香三种香型的企
业，并一直采用古法酿造。

在现代化的灌装车间，讲
解员对工人师傅如何对产品
灌装各个环节时时监测进行
说明。 一瓶成品白酒如何通过
机械化手段进行包装，从而进
入市场，在这里一目了然。

华都酱酒嫡传茅台工艺
细节复杂 ， 整个工艺流程具
有三高三长的特点 ， 即高温
制曲、 高温堆积、 高温馏酒；
制曲时间长 、 馏酒时间长 、
储存时间长。 经历端午制曲、

重阳下沙 ， 二次投料 ， 九次
蒸煮 ， 八次加曲发酵 ， 七次
取酒 ， 一年一个生产周期的
生产工艺 ， 七次取酒 ， 从开
始酿造到成品酒出厂 ， 至少
需要五年时间 。 “在北方想
见到如此复杂的酿造程序 ，
见证一粒粮食变成美酒的全
过程 ， 也只有在华都能够看
到。” 市民们纷纷感叹。 在华
都老酒库， 市民还见到了3000
多吨贮存30余年的酱香老酒。

见证粮食变美酒的
匠心传承□本报记者 周美玉

华都酒厂

6月 10日 ， 来自德胜科技园社
区 、 什刹海 INN社区 、 什刹海旧鼓
楼社区及新街口乐宅社区青年汇的
参观者一同来到 “大清邮政信柜”。

大清邮政信柜坐落于烟袋斜街
中段的路北，门前的仿清代蟠龙邮筒
加之“童子投信”生动场景已成为大
清邮政的标志。 现在的“大清邮政信
柜”是隶属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
西城区分公司的中国邮政主题邮局
之一， 除了办理正常的邮政业务外，
还兼为一个免费开放的小型邮驿博
物馆，经营着具有什刹海历史文化特

色的邮品、明信片、集印本、慢寄服务
的同时，大清邮政信柜还签约原创作
家， 坚持 “做北京自己的城市明信
片”，并在传统的节日里，为来自世界
各地的游客盖老邮戳。

参观过程中 ， 讲解员逐一向访
客讲解牌匾与对联 、 蟠龙邮筒 、 古
代邮驿的历史变迁 、 京杭大运河北
京中轴线、 慢寄 、 特色印章和吉祥
物。 在一个多小时的行程中 ， 大家
一起走入什刹海的老邮政 ， 体验不
一样的书信文化， 同时， 观海穿巷，
体味什刹海 “活着” 的味道。

6月10日，第三届首都国企
开放日活动走进中建二局北京
分公司新机场公租房项目 。参
观队伍分两组进入现场， 由专
业讲解员持续2小时全程跟踪
讲解，通过参观党员先锋园林、
安全体验区、现场基坑展示、改
革开放 40周年建筑模式变革
展、互动游戏等7个环节 ，深入
了解了建筑行业在科学施工 、

有效控制建筑施工对环境污染
等方面的优秀经验做法， 刷新
了大家对建筑行业施工现场的
认识和看法。此次“首都国企开
放日” 中建二局新机场公租房
项目线路设计主要突出“绿色”
“智能”“变革”三大特色。

新机场公租房项目体验绿色建筑
□本报记者 马超

观摩燃气供应工序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感受国企物业服务新风范
□本报记者 马超

体验老街邮政的书信文化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大清邮政信柜

□本报记者 边磊 赵思远

西集天然气门站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