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杂填土资源化处置生产线

46座废弃矿山变生态绿地、
被910个烧烤点“炙烤”的永定河
畔变成5750平方米的绿地公园、
垃圾扎堆的浅山空地变成5000多
平方米风景如画的休闲广场……
记者从门头沟区获悉， 今年门头
沟完成京津风沙源治理29.16万
亩，国家公益林抚育7.71万亩，修
复面积达5万余平方米，植被覆盖
度达到85%以上， 水土流失治理
度达95%、沟蚀治理率达98%。

烧烤点变绿地公园

曾经私搭垒砌的烧烤台被彻
底清除， 变身亲水长廊， 烧烤摊
主圈地的停车位成为供村民健身
和休闲的小广场， 连片的烧烤帐
篷也被河畔新种植的月季和玫瑰
所取代……永定河沿岸变成了
5750平方米的亲水绿地公园， 并
成功入选了 “新北京十六景”。

记者在现场看到， 原先的烧
烤点和塑料帐篷已全部不见， 取
而代之的是一片景色清幽的亲水
开放绿地， 在河湾的入口处是一
座新设的执法巡查岗亭。 “烧烤
违建拆除后， 镇政府在烧烤易发
的嬉水湾、 担礼公园等多个地块
组织开展绿化生态修复工程。 目
前， 由村两委、 保安组成巡查队
伍， 在爱河湾、 陈家庄广场等地
布置了六个 ‘河长制’ 巡查站，
辐射整条流域， 24小时对露天烧
烤、 倾倒垃圾、 圈占设施等违法
行为进行巡查， 并依托智慧妙峰
综合指挥平台的筹建， 建立 ‘河
长制’ 指挥中心， 将沿河和沟域
关键节点的摄像头纳入平台， 统

一管理， 随时监控。” 妙峰山镇
相关负责人说。

河道保洁员陈秀莲告诉记
者， 过去烧烤人多的时候， 她一
天要清理四五袋垃圾， 而整治后
一袋子还装不满， “现在这里的
环境又清静又美， 干活都觉得心
里舒服， 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还经
常拍点照片发给朋友看呢。”

矿山修复1.5万亩

矿产资源丰富的门头沟区，
以前以 “黑 （煤炭 ） 、 白 （石
灰）、 灰 （水泥）” 三大支柱产业
闻名， 为保护生态环境， 北京市
将门头沟区列为5个生态涵养区
之一， 先后关闭煤矿278家、 非
煤矿山169家， 并加大对废弃矿
山生态修复治理的力度。

在门头沟区龙泉镇龙泉务村
麦子峪采石场， 北京中核大地矿
业勘察开发公司的工人正将含有
植物种子的混合泥喷到裸露的岩
壁上。龙泉务村盛产石灰石，经过
30多年的露天开采， 本来郁郁葱
葱的青山变得千疮百孔， 远远望
去， 裸露的岩壁就像一个个巨大
的伤疤。

据北京市规划国土委门头沟
分局工作人员王凯介绍， 废弃矿
山生态修复治理工作中， 难度最
大的是裸露岩壁的治理工作。 北
京市规划国土委门头沟分局对龙
泉镇麦子峪、 妙峰山镇水峪嘴等
废弃矿山进行试点治理， 采用挂
网喷附工艺，工人把特定的水泥、
营养土和绿植种子等按一定比例
混合成植被混凝土， 经过加压喷

播到岩壁上。覆盖岩壁之后，利用
滴灌、喷灌设施浇水，让混凝土中
的绿植种子破土而出， 形成绿色
植被，从而达到保留水土、减少扬
尘、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

据介绍， “十二五” 以来 ，
门头沟区累计投入2.1亿元 ， 完
成46个废弃矿山的修复治理， 治
理面积达1.5万亩。

打造特色沟域经济

门头沟农委相关负责人说 ，
门头沟区山区面积占全区总面积
的98.5%， 沟域经济成为门头沟
推进山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探
索出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沟域
经济建设带动的产业结构调整，
带来了社会投资， 不仅改善了农
民的居住条件， 完善了村庄的基
础设施， 同时也为村开展生态旅
游创造了条件。 记者在门头沟洪
水口村了解到， 之前村里仅有几
户民俗接待户， 建成精品生态旅
游村后， 村内停车场、 公厕、 污
水处理设施等更加完善 ， 全村
168户家家建成二层小楼 ， 发展
成为新型民宿产业， 收入也比过
去翻了几番。

门头沟区委书记张力兵表
示，门头沟全区上下坚持“绿色发
展、生态富民、弘扬文化、文明首
善、团结稳定”的发展理念，举全
区之力坚决打赢 “三大攻坚战”，
守好首都西部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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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长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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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虽然已经搬离天坛，
住上梦想了半辈子的新楼房， 但
我们的感情还和天坛割舍不断。
就为这份感情， 我也愿意为天坛
的平安出份力， 这样心里才觉着
舒坦！” 原先家住天坛西里北区
简易楼的李大爷， 欣赏着北京服
装学院青年志愿者们 《平安天
坛， 感谢有您》 的诗朗诵时， 不
免心生感慨。

6月12日，简易楼腾退区首家
“睦邻驿站”里艾蒿飘香，东城区
天坛街道西里北区社区联合北京
服装学院开展红色“1+1+1”党支
部共建暨志愿者端午慰问活动。
20余位通过天坛简易楼腾退项目
已经搬走的老志愿者们又一次聚
在一起， 其实这对他们来说并不
生疏，因为至今为止，他们仍旧是
天坛地区光荣的治安志愿者，就

好像从没离开过这里一样。
天坛地区共有治安志愿者

3373名， 成员有回社区报到的在
职党员、 非公企业的团员青年、
街道社区干部， 更有退休在家的
老积极分子。 每逢重要时期， 这
些志愿者们都会坚守在天坛地区
173个守望岗上， 为地区的安全
稳定、 百姓的快乐祥和做贡献。

西里北区社区这些腾退老志
愿者们是治安志愿者中很有代表
性的群体。 他们不仅往天坛跑的
路最多， 而且故事也最多、 感触
也最深。 程大妈讲述的难忘故事
就让青年志愿者们一个个竖起了
大拇指。 青年志愿者们分享了志
愿服务中遇到过的欢乐、 挫折及
感悟， 并为老志愿者们送上一盆
盆薄荷绿植。 街道和社区还为老
志愿者们送上了牛奶和艾蒿。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天坛志愿者“睦邻驿站”团聚过节

原来被视为建筑垃圾的砖头
瓦砾， 如今经过一条生产线的处
理， 将其变成了高品质级配再生
骨料和优质还原土。 昨天， 记者
走进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施工
现场看到， 建筑垃圾正在这里就
地处理， 并用于土方回填。 这是
北京建工自主研发 、 设计 、 建
造、 运营的中国第一例杂填土资
源化处置生产线， 能够使杂填土
的资源化率最高能达到97%， 节
约成本近40%。

据该项目经理谭成海介绍，
施工现在挖出来的杂填土， 如果
采用传统方式填埋或者堆放处
理， 不仅需要大量的土地空间才
能全部消纳。 在运输过程中， 还
会造成道路遗撒、 交通拥堵、 尾
气污染等问题。 此外， 因为挖出
的土方量巨大， 很难找到足够的
素土土源进行换填。 面对一系列
难题， 北京建工资源公司为此项
目 “量身定制” 了一个在国内从
未实施过的解决方案： 通过在施
工现场建设临时处置生产线， 形
成杂填土原位处置能力， 让杂填

土不用外运， 在现场即可就地处
理为再生骨料和还原土， 然后再
用于场地内的土方回填。

在现场， 记者看到， 杂填土
资源化处置设备包括存储区、 筛
分区、 处置区、 实验办公区四部
分。 其中筛分区包括8套预处理
系统， 处置区拥有一套建筑垃圾
处置系统， 它们共同构成这条资
源化处置生产线的 “核心处理
器”。 杂填土经过预处理系统处
理后实现土与建筑垃圾的初步分
离。 得到的粒径40毫米以下的还
原土直接装车用于现场回填。 分
离后的建筑垃圾则进入建筑垃圾
资源化处置系统，经过两级破碎、
三级筛分、多级分选，最终被处理
为级配再生骨料。 这些骨料将按
照不同粒径规格进行 “级配”搭
配，形成更加饱满的填充结构，被
应用于软弱下卧层的填垫。

为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影
响， 对杂填土进行处置的整个过
程采取了高标准的除尘降噪措
施，工艺设备全封闭，并在粉尘点
配置了布袋除尘系统， 为破碎设

备配备隔音房， 通过现场实时分
贝探测器检测现场工作环境的任
何响动。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通
过噪声超出标准的异常变化，便
可判断设备该如何进行调整。

“现在， 我们的生产线预处
理系统日处理能力能达到1.9万
立方米，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线
日处理能力能够达到 2000立方
米， 对杂填土的资源化率最高达
到97%。” 谭成海介绍 ， “投产
至今， 已经累计完成180万立方
米杂填土处置 ， 相当于节省了
260多亩埋深10米的土地资源。”

据了解，2017年，北京建工资
源公司在朝阳孙河建立了全国第
一例棚改现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
置设施， 凭借更加强大的分筛和
处置能力助力非首都功能疏解和
城市“留白增绿”。此后，北京建工
资源公司持续在昌平、平谷、朝阳
及上海宝山等区域推进， 至今已
落地6个临时设施项目和2个固定
终端项目。 2017年共处置建筑垃
圾200万吨，2018年预计处置建筑
垃圾可达500万吨。

□本报记者 曹海英

97%建筑垃圾可变废为宝

治理河道 修复矿山 打造沟域经济

名家进社区 共庆端午节
相声表演艺术家孟凡贵的即兴单口、 京剧大师裘盛戎之女裘云的

《铡美案》选段……近日，顺义区石园街道利都养老服务驿站内，以“端
午情、邻里行”为主题开展的“名家进社区”活动，请来百余名社区老人
观看。 该活动已连续举办5届，每次都会请名家、名角进社区，在家门口
为老年人表演。 本报记者 杨琳琳 通讯员 李双节 摄影报道

近日， 在通州区潞城镇药艺
公园内， 9对新人在众人见证下
步入婚姻殿堂。 不同于其他婚礼
的 “山盟海誓”， 这9对新人不仅
收到了父母送上的家风手册， 还
“接地气 ” 地宣读了家风家训 ，
共同发出文明婚俗倡议。

潞城镇政府班子成员、 机关
干部及各村 （社区 ） 党支部书
记、 主任和红白理事会成员来到
现场， 为新人送上美好的祝福。
新人所在村的党支部书记宣读并
颁发婚约书， 新人在婚约书上立
誓盟约。 父母也为新人送上了特
殊的礼物———家风手册， 新人代
表现场读家风 ， 传递互助 、 友

爱、 孝老、 慈幼、 勤俭、 立志、
自律、 仁爱、 进取的 “正能量”。

继去年潞城镇倡导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其他喜事不办，并
将该规定写进村规民约后，今年，
潞城镇又引导各村、 居成立红白
理事会， 村居中有威望、 公道正
派、 热心服务群众的人被选进理
事会。村民办事时，理事会主要成
员会到场提前介入， 把规矩讲清
楚， 降低村民在红白喜事上的时
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在此基础上，
潞城镇采取白事“硬约束”、红事
“软引导”方式，创新举办首届集
体婚礼，由镇政府安排场地，安排
典礼，倡导文明新婚俗。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潞城新人集体婚礼上收家风手册

门头沟建起首都生态屏障

疏解整治促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