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疏解整治促提升

完善交通组织设施、 增加智
能车辆识别装置、 利用边角地增
加车位……朝阳区采取多项措施
对交通进行综合整治， 优化小区
内部微循环， 外部单循环。 同时
实行 “五行交通” 志愿队和街道
“四长” 双向巡查， 发现问题及
时 “吹哨” 解决， 共同维护社区
交通环境。

院内微循环 院外单循环

昨天， 记者来到团结湖中路
北社区 ，看到路上有新施划的
交通标线，人、车各行其道，交通
秩序井然。在小区出入口，不仅有
减速带、缓行标志和凸面镜，还有
智能车辆识别装置， 对进出车辆
进行记录。 在人行道有护栏以及
防止车辆骑路停放的路侧U型
桩。如此规范的交通环境，得益于
去年朝阳区交通委会同团结湖街
道开展的交通微循环治理工程。

而在院外， 团结湖街道对团
结湖中路、 南路和水碓子东路等
路段进行微调整， 将原本的双向
路改为单向路， 实行车辆单向循

环，减轻社区周边道路压力。同时
还在路侧拓展停车资源170个。

“这种‘院内微循环 院外单
循环’ 的设计是我们在广泛征求
居民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 团结
湖街道工委、 办事处与朝阳交通
支队协同会商， 与北京工业大学
交通学院专家团队合作， 制定了
中路北社区交通微改造方案并实
施的。 ” 团结湖街道相关负责人
说，期间拆地锁、清理僵尸车、治
理“开墙打洞”，进行了综合整治。
同时对中路北社区内道路进行微
改造，修复小区破损路面。

同时， 团结湖街道还优化地
区自行车网点布局， 在非机动车
出入口设立LED显示屏， 在消防
通道口设置自动路桩……采取
各 种 辅 助 措 施 进 一 步 缓 解 交
通拥堵。

志愿队和“四长”双向巡查

朝阳区交通委会同团结湖街
道成立了“五行交通”志愿队，协
助街道发现交通不文明现象的同
时， 也引导居民养成文明绿色的

出行理念。
“在志愿者们定期巡查问题

以外，我们建立了‘四长制’责任
制管理 ， 由街道和社区干部分
别担任‘四长’，即路长、街巷长、
格长、楼长，加强日常的巡查。 ”据
了解，“四长” 每天会进行日常巡
查，如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如
不能解决，会向街道“吹哨”,协调
街道相关科室共同解决。下一步，
团结湖街道将依托 “四长制”，在
建设立体停车设施、 加强小区内
部停车服务与管理、 充分发挥居
民自治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实
现地区交通秩序持续改善。

而中北路社区的交通微循环
的建成， 仅仅是朝阳区建设 “交
通安全示范社区” 的一个缩影。
截至目前， 朝阳区已陆续建成潘
家园街道松榆里社区、 左家庄街
道三源里社区等133个交通安全
示范社区， 成功经验将在朝阳区
继续 “复制”， 预计将新增340个
交通安全示范社区， 实现区域内
交通安全示范社区全覆盖， 实现
交通环境由 “盆景式” 向 “花园
式” 转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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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电影 《红色背篓》 里
“福山哥” 的原型， 就是60年前
房山区黄山店 “背篓商店” 的发
起人王砚香。 60多年过去了， 为
人民服务的背篓精神深深刻在黄
山店人的骨子里。 昨天， 在房山
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 “弘扬光
荣传统 传承 ‘红色背篓精神 ’
系列活动” 正式启动。 现场， 王
砚香将象征 “红色背篓精神” 的
背篓， 交到周口店镇黄山店村党
支部书记张进刚的手中。

“背篓商店”为原房山县周口
店供销社黄山店分销店，60年前，
负责人王砚香带领党员职工常年
背篓上山，无论刮风下雨，坚持送
货上门，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背
篓商店”。 他们满足群众需求、持
之以恒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得到百
姓的高度认可，“背篓商店” 也成
为全国财贸战线的一面旗帜。

如今， 山区崎岖的小路变成
了四通八达的公路， 黄山店公社

分销店已不复存在，但“红色背篓
精神”仍在一代代传承。 为此，房
山区打造了一系列主题活动，有
深入挖掘提炼 “红色背篓精神”、
全力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成立红
色背篓志愿服务队、 成立劳模精
神宣讲团、设计开发“红色背篓精
神”文化衍生品等五大主题活动，
并建设红色背篓纪念馆、 黄山店
新村“背篓文化画廊”等红色文化
教育示范点。

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小背
篓 大情怀》主题微动画和 《红色
的背篓 红色的歌》歌曲，并向全
区发出学习倡议书， 同时推出四
条“重走背篓路”徒步体验线路。

据悉， 周口店镇作为劳模之
乡， 不但产生了三位全国劳模，
十余位市级劳模， 还形成了 “红
色背篓精神”。 “红色背篓精神”
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 红色主题
教育基地和 “重走背篓路” 徒步
体验线路都将对公众开放。

□本报记者 包亚茹 文/摄

劳模之乡传承“红色背篓精神”

昨天， 甘家口街道办事处、
海淀城管执法监察局开始对北京
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食堂顶层
的约500平方米违法建设予以拆
除， 工期预计7天。

此处违建始建于 2000年前
后， 学校在食堂楼房顶上私自加
盖了500平方米的彩钢结构房屋，
作为学生教室、 多功能报告厅及
电脑机房供教学使用。 违建房屋

中， 电源插孔和各种私接电线星
罗棋布， 再加上违建房屋属于彩
钢板易燃结构， 一旦发生危险，
将严重威胁师生们的人身安全。
今年年初， 在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行动中， 街道要求产权单位对该
违法建设进行查封， 目前已停止
使用。

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 昨
天， 街道牵头组织联合执法， 为
不影响师生群众们的正常就餐 ，
拆违工作全部由施工工人手动开
展， 拆违剩下的各种材料再由吊
车运输到楼下的警戒区域内进行
清理， 完成全部工程预计要一周
左右时间。

违建拆除后， 北京工业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将在城管部门的协
助下对院内的教学场所进行重新
规划， 在顺利开展教学工作的同
时，确保校内环境秩序安全整洁。

□本报记者 白莹/文 孙妍/摄

海淀联合执法拆除大学楼顶违建

朝阳将增340个交通安全示范社区
打通交通“微循环”

近日， 困扰附近居民多年的
上龙西里东街36号楼底层杂乱的
商铺已被集中拆除封堵。

据东城区和平里街道百街千
巷工作小组组长刘丽丽介绍， 此
处涉及违建7个， 开墙打洞5个，
总面积有将近300平方米， 属于
今年街道整治提升街巷计划中的
一部分， 能在6月初就开始拆除
封堵， 不仅依靠街道城管、 地区
工商、 食药以及社区居委会等联

合入户沟通， 更得益于产权方和
商户最后的积极配合。

上龙西里东街是一条狭窄的
道路， 周围的单位和住宅区非常
多，且都在道路两边设置大门，长
时间停满车辆，造成拥挤。 36号楼
作为产权单位供暖一中心和热力
集团的作业地点， 过多的商铺及
人员堆积，极易埋下火灾隐患。

刘丽丽介绍， 拆除封堵得到
产权方的积极配合， 他们会在前

期自行拆除， 街道会在后期提供
收尾提升的工作， 将拆除封堵后
的墙体恢复，并且重新粉刷，把路
面修整。 据悉， 年内和平里街道
将完成7条主要大街、 8条背街小
巷在内共15条街巷的集中整治提
升工作。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张默斐

上龙西里东街底层违建自行拆除

“博学笃行 敏行致雅”———王敏校长办学实践研讨会日前在北京
小学大兴分校举行。 作为大兴土生土长的校长，王敏获得诸多荣誉。 会
上，介绍了她的博雅教育理念，市教科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数学教
研室主任吴正宪等专家肯定了王敏带领取得的办学成果。 图为该校学
生现场展示博雅教育的特色课程。 本报记者 任洁 摄影报道

小学生展示博雅教育课程

6月11日， 顺义国税局首都机场税务分局联合顺义区李桥镇政府、
李桥中学举办青少年税法学堂建设活动， 税务干部通过捐赠税收普法
图书等形式与师生进行了交流互动。 本报记者 马超 摄影报道

税法学堂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