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以上建筑垃圾可转化

东坝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项
目是北京建工资源公司在朝阳区
的第二个临时设施项目。 该公司
副总经理李硕介绍， 该设施通过
破碎———筛分———多级分选的全
封闭工艺流程， 可使95%以上的
建 筑 垃 圾 转 化 为 0 -5mm、 5 -
10mm、 10-25mm、 25-31.5mm
粒径的再生骨料， 制成再生回填
材料、 再生道路材料、 再生透水
砖等。

资源化处置实施过程中， 设
备将实现全封闭， 并配以多项除
尘、 降噪措施， 降低对环境的二
次污染。 随着所在区域建筑垃圾
处理的完成，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
置临时设施还可随时撤离， 不占
用土地。

该项目还拟建设1条再生市
政砖生产线， 1条墙体材料生产
线和1条再生道路材料生产线 ，
使生产加工后的再生骨料直接在
原地转化为再生产品， 经检测再
生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均能满足标
准规范基本要求， 可广泛地应用
于城市市政工程建设项目。

２万吨再生骨料用于铺路

正在建设过程中的孙河组团
一号路、 温西路和孙河西路位于
朝阳区孙河乡， 道路宽21米 ， 3
条道路总长度大约2793米， 道路
设计等级为城市次干路。 目前道
路第一阶段工程已基本完成沥青
铺筑， 工人正对道路进行养护。

李硕指着部分已经铺好的路

面介绍， 沥青路面下50厘米厚的
道路基层中所用的骨料， 全部为
朝阳区孙河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
临时设施生产的再生骨料， 截至
目前， 这三个路段共消耗再生骨
料20000多余吨。

除此之外， 朝阳区东坝乡醉
公坟路、 华腾园路、 砖厂路改造
项目 、 福盈二期室外道路等工
程， 都以资源化处置的再生骨料
为原材料进行铺筑， 形成资源循
环利用有效闭环。 并且， 以再生
骨料制作的水泥砖、 透水砖、 路
缘石等多种再生产品， 各项指标
均能满足标准规范基本要求， 日
前已陆续投入到朝阳区的小区园
林造景、 广场路面铺设中。

鼓励优先选择再生建材

今年， 朝阳区出台了 《朝阳
区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工作
实施意见》， 意见明确指出， 项
目建设单位在实施拆违、 棚改、

危改项目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均要
进行资源化处理， 并在建设施工
时鼓励优先选择再生建材。

“当前，朝阳区疏解整治促提
升工作不断深入，违法建筑拆除、
棚户区腾退等所产生的建筑垃圾
也随之增多。 ”朝阳区城管委相关
负责人说，“按照减量化、再利用、
资源化的原则， 引入建筑垃圾资
源化处置生产线， 既可减少建筑
垃圾远距离运输， 避免填埋处理
造成环境污染、 占用土地资源等
问题，还能使资源原地转化利用，
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意见还指出， 鼓励各街乡结
合建筑垃圾处理需求引入社会资
本，采用市场化运行的方式，建设
建筑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厂。 该
负责人透露， 下一步朝阳区还将
计划在疏解腾退工作量较大的农
村地区选址， 力争再建设2至3处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 结合
“留白增绿”等工作，不断增强全
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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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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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将再建2至3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

7月25日， 东城区东花市南
里社区“花缘礼乐·公众学堂”揭
牌，标志着这所社区居民“家门
口的大学堂”正式运营。

“花缘礼乐·公众学堂” 是
东花市南里社区根据居民需求，
利用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
开办了党建知识类、 社会知识
类、 兴趣类、 技能类课程。 学
堂邀请党建领域专家学者、 先
进人物为社区公众授课， 使社
区公众了解党情、 国情、 市情、
区情； 还邀请专业律师、 东城
区检察院检察官授课， 将教育
向学校延伸， 搭建好社区、 家
庭、 学校三者教育的平台。

目前， “花缘礼乐·公众学
堂” 试运行已有半年多， 除了

智能手机、 党建、 英语、 太极
等常规性课程， 按照学员需求
开设了书法、 国画、 月琴、 瑜
伽等15门课程， 深受老百姓欢
迎， 现有学员500余人， 授课惠
及8000名居民及驻街单位员工。

家住富贵园三区的铁木兰
阿姨是木琴班学员，经过一段时
间的学习， 她从初闻月琴的陌
生，到现在都可以弹奏简单的乐
曲了，“《万年欢》 是我学会的第
一首曲子， 我把它弹给家里人
听，孩子都说我可厉害啦！ ”

此次揭牌仪式， 既是大学
堂半年试运营的成果汇报， 又
标志着一个新开始。 学堂试开
办以来， 学员们勤学苦练， 取
得了不少成绩。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李家庄引进奇异莓产业

李家庄村曾是一个远近闻
名的贫困村。 煤矿全部关闭，失
去了主导产业，村民没了收入来
源。全村146户、262人中，低收入
农户达97户、171人，成为清水镇
具有代表性的低收入村。

近年来， 在北京市实施的
产业帮扶、 就业帮扶政策支持
下， 依托该村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 李家庄村集体与社会资
本合作， 发展新西兰奇异莓特
色种植产业 ， 建立起 “企业+
合作社+园区+农户” 的发展模
式， 为农户特别是低收入农户
创造了土地流转租金、 园区就
业等多项收入。 目前， 已有65
户低收入户向企业流转土地173
亩， 每年可获得土地流转租金
10.37万元。 同时， 结合险村搬
迁帮扶政策， 对该村部分房屋
进行改造， 其中低收入户94户，
正在逐步开发新建民宅的民宿
接待功能， 打造特色奇异莓小
院 。 村里一举甩掉了贫困帽 ，
走上了小康路。

李家庄村通过产业帮扶发
生的深刻变化， 只是清水镇低
收入农户增收的一个缩影。 在
镇村两级领导的带领下， 该镇
逐村逐户研究制定低收入帮扶
方 案 ， 建 立 了 “ 一 村 一 策 ”
“一户一档”， 探索建立了 “公
司+村集体+农户” 利益连接机
制， 实施了24个低收入产业帮
扶项目， 现在精品农业奇异莓、
蜜蜂养殖、 中草药种植等一批
产业已初具规模。

洪水口民宿旅游生态富民

绿色发展的道路让李家庄
村看到了生态致富的希望， 洪
水口村的老百姓也跟着跨入了
生态富民的快车道。 由于地处
深山， 交通不便， 洪水口村曾
经人均年收入仅在千元左右 。

1998年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 ，
洪水口村以股份合作制的形式，
先后成立了聚灵峡景区、 二帝
山景区等六个不同产业类型的
股份合作组织。 全村户户入股，
人人分红 ， 股金达到 800多万
元 ， 每名村民每年至少分 红
7000多元。

2016年，洪水口村实施了险
村改造工程，村里依托灵山秀美
的风景，发展旅游，村民的生活
发生了改变，全村村民都住上了
二层楼，许多村民捧上了精品民
宿的“绿饭碗”。50岁的杨红梅家
里有六个房间 ， 她告诉记者 ：
“‘五一’到‘十一’期间是旅游高
峰，游客连吃带住，家里人都忙
得脚不沾地，今年收入怎么也得
超过20万元。 ”

曾经的洪水口村和周边的
村落一样 ， 劳动力严重外流 。
自从股份制改革之后， 村民入
股能挣钱、 资源能得钱、 资产
能分钱， 加上京郊旅游日渐红
火 ， 很快全村村民集体入股 。
很多原打算外出的村民留在村
里， 吃上了生态饭。

开发生态公益岗位安排就业

此外， 清水镇还培育 “生
态工人”， 加大生态管护员、 小
沟小汊巡护员 、 老年巡视员 、
乡村清洁队等生态公益岗位开
发力度， 优先安排低收入劳动
力就业。

“目前， 全镇生态管护员
岗位就业低收入户597人， 2017
年工资自532元/月涨至638元/
月， 年人均增收7656元 ； 生态
林公益林补偿政策涉及低收入
户3856人 ， 2017年补助标准自
24元/亩调至42元/亩， 经测算，
直接带动低收入户137户286人
收入达认定标准线。 因此， 生
态效益补偿与生态管护员就业
是促进清水镇生态保护、 解决
低收入农户增收的有力措施。”
清水镇镇长崔兴珠说。

7月25日， 京承农业产业扶
贫协作发展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
上进行了合作项目签约， 京承两
地在农业科技合作 、 农产品加
工、 农业一二三产融合、 农产品
产销合作等方面达成合作项目26
个， 总投资90.8亿元。

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京
冀扶贫协作工作， 以首善标准完
成好京冀扶贫协作任务， 助力河
北人民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京
承两地在原有良好合作基础上，
建立扶贫协作工作机制， 组织怀
柔、 密云区与承德市丰宁和滦平
县 “手拉手” 结对开展携手奔小
康行动。 2016年到2018年共安排
帮扶资金2.14亿元， 围绕提升基
本公共服务、 生态环保、 产业合
作、 劳务协作、 干部人才等领域

实施了一批帮扶项目， 取得了初
步成效。 2017年， 通过与承德市
的共同努力， 助力丰宁和滦平县
4.54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取得
了初步成效。

北京市产业支持承德取得了
积极成果。 首农、 顺鑫、 汇源、
冀康等一批京企落户承德， 建立
北京农林科学院等一批院士工作
站， 开设北京社区鲜活农产品体
验店400家、 商超对接农副产品
270种， 每年为北京供应优质绿
色农产品500多万吨， 丰富了北
京人民的 “菜篮子”， 也鼓起了
承德人民的 “钱袋子”。

下一步， 北京市将加大产业
扶贫力度， 引导非首都功能产业
疏 解 到 扶 贫 协 作 地 区 投 资 兴
业 ， 动员企业积极参与精准扶

贫， 让每一个扶贫项目， 每一项
扶贫举措生根落地， 助力承德脱
贫攻坚。

为深化京冀扶贫协作和京津
冀农业协同发展， 推动一批企业
疏解落户承德， 共建一批高标准
现代农业园区， 打造一批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基地， 承德市领导在
会上提出， 将全面实施面向北京
企业的 “十大优惠政策”， 加快
推进 “承德办事一次成” 改革，
以最大的诚意、 最好的服务、 最
优的环境， 让企业家放心投资、
安心创业、 舒心发展， 把京承农
业 产 业 合 作 打 造 成 为 东 西 部
扶 贫 协作的标杆和样板 。 与会
人员还参观了承德市农业龙头企
业及农产品展览， 并进行现场对
接洽谈。

□本报记者 马超

京承农业产业扶贫签约投资90多亿元
□本报记者 边磊

继孙河之后， 朝阳又一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建成并投入运行。 占地面积约63
亩， 年处置规模70万吨的东坝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将用三年左右时间， 使地区近200
万吨腾退建筑垃圾 “变废为宝”， “回归” 城市建设， 资源化率达95%以上。 昨天， 记者从
朝阳区获悉， 今年朝阳区出台相关实施意见， 明确拆违、 棚改、 危改项目中产生建筑垃圾
都将资源化处理， 并鼓励项目建设单位施工优先选用再生建材。

东花市老百姓家门口上大学堂

———门头沟清水镇扶贫侧记
捧上“金饭碗”吃上“生态饭”

门头沟区位于北京市西部， 其中98.5%的面积为山
地， 平原面积仅占1.5%。 沿109国道行进， 记者来到位于
北京最高峰灵山脚下的清水镇。 这里地处深山区， 脱低
致富曾是政府和百姓最头疼的事儿。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 如今清水镇科学编制好村庄发展规划， 走上见
绿又生金的涵养生态致富之路， 逐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
和乡村旅游的双赢。

200万吨建筑垃圾将变建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