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盛丽

两年来， 延庆区一支民间养
老志愿队从最初大庄科1个乡的
123名志愿者发展到15个乡镇全
覆盖、 902名志愿者， 并打造出
“慈善+志愿+社会组织” 的 “造
血式” 山区农村养老模式， 让更
多农村空巢老人安度晚年。

2016年 4月 ， 延 庆 区 慈 善
“1+1” 关爱空巢助老项目在大
庄科乡启动， 123名志愿者服务
170名老人。 如今项目已经发展
到15个乡镇全覆盖， 137个村的
902名志愿者为1163位空巢老人
提供专业化上门服务。

志愿者都是土生土长的村里
人，乡情是志愿者服务的源泉。大
庄科乡思语志愿服务队的高稳荣
表示，除了做饭、洗衣服、打扫卫
生、 理发等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
服务， 志愿者还能根据老人的需
求提供春耕、应急、农收、暖冬等
个性化的服务。

如今， 每位志愿者手里都有
一本小册子———《延庆慈善 “1+
1” 关爱空巢助老项目制度汇

编》， 志愿者称这是开展助老服
务工作的 “法宝”。 “制度汇编
的内容简单易懂， 都是志愿者经
验的总结， 比如理发服务一般每
月1次， 助农服务每次至少3小时
等等。 有了这22项制度， 心里就
有了标准 ， 工作也就有方向 。”
旧县镇志愿者王连月表示。

延庆慈善“1+1”关爱空巢助
老项目依托的是乡镇的“草根”服
务队，为解决组织程度不紧密，自
由随意发展的问题， 还建立三级
管理体系，区级以慈善为引导，镇
级由志愿服务队队长内部管理，
村级有小组长分片管理， 而小册
子中的22项制度是大家工作中遵
守的“约定”。 为推动志愿服务更
好发展， 慈善协会为志愿服务提
供资金保障， 为志愿者买意外伤
害保险，提供免费工具，让志愿者
“干活不贴钱”。

据了解 ，慈善 “1+1”关爱空
巢助老项目被评为2017年北京市
民政系统十佳创新创优项目，并
成功孵化了3个社会组织.

路旁新增止车桩、 防护栏和
路灯； 曾经停满了汽车的胡同北
侧空地， 如今成了居民纳凉聊天
的好去处； 民旺1至4号楼的楼门
还安装了电子门禁系统， 对出了
楼门就是马路的居民楼来说， 增
加了安全保障 。 经过一年的整
治， 位于北二环的东城区民旺北
胡同终于摘下扣了30多年的 “城
中村” 帽子， 变成精品街巷。

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李淑萍拿出一张民旺北胡同
整治前的照片，照片中全长440米
的民旺北胡同违规“开墙打洞”现
象严重， 不少商贩还将摊位摆到
人行道上，行人被“挤”到了胡同
中与自行车和机动车“抢”路。 “不
光挤， 喧闹嘈杂的环境更是令居
民苦不堪言。 ”李淑萍说。

据了解， 民旺北胡同原本是
二环路小街桥东北侧的一个老国
营厂宿舍区。 后来， 原住户渐渐
搬离此处， 将房屋转租于他人，
导致外来人口多达3000余人， 小
作坊、 小店铺也扎堆聚集， “城
中村” 的环境一天比一天乱。

为解决这些问题， 去年8月

底，在经历了近5个月的前期入户
走访、调查、谈判、签订确认书以
及第三方设计之后，“城中村”终
于正式开拆。李淑萍说，仅仅一个
月的工夫，民旺北胡同街面16处、
共414平方米违法建设全部拆除，
还封堵了52处开墙打洞。同时，街
道每天派两名城管队员来胡同巡
视一圈，一年时间，胡同里再也见
不着违规摆摊的现象了。

为增加胡同的古典气息， 胡
同墙体的用砖改为仿古砖， 并在

民旺四巷、 五巷、 六巷和中巷的
巷口设立具有古典气息的标示
牌， 并添了石凳、 长椅等休闲设
施。 下一步， 还计划在民旺北胡
同东侧设立便民综合体， 与民旺
南胡同的便民综合体一起， 满足
“居民下楼就买菜” 的基本需求。
近期， 民旺北胡同还将改为西进
东出的单行线， 并施划停车位。

和平里地区今年还将亮相安
定门外大街、 安德里北街、 安德
路、 黄寺大街等五条 “精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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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重型柴油车超标信息存入执
法APP， 三次超标即可认定为重
复超标，将按处罚金额上限罚款。
昨天，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即日
起至10月份， 为进一步强化北京
市超标重型柴油车的闭环管理，
全市环保部门开展重复超标车辆
及超标大户入户检查专项执法行
动， 通过精准执法促使超标排放
车辆主动整改，确保达标上路。

日前， 根据前期摸底排查情
况， 环保执法人员来到位于通州
台湖地区的北京邮区中心局邮件
综合处理中心进行入户检查。 因
该单位注册地在东城区， 所以市
环保部门联合东城区环保部门共
同开展， 现场共检查场地内车辆
8辆， 其中排放超标4辆。

北京邮区中心局邮件综合处
理中心共停放了500余台货车 。
按照综合检查标准， 执法队员依
次对排气口烟度 、 OBD车载诊
断系统、 排放后处理装置和氮氧
化物排放进行了检测。 随即， 执
法队员将车辆超标信息输入执法
APP中存档。 车辆一旦出现三次
超标情况即可认定为重复超标，
执法队员将按照处罚金额的上限
对其进行罚款。

2018年4月，北京市实施超标
重型柴油车闭环管理措施， 对执
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排放超标车
辆， 全部纳入 “排放超标车数据
库”。 排放超标的外埠车辆，在复

检合格前均不予办理进京手续。
本市超标排放车辆如在复检合格
前上路行驶， 公安交管部门会将
车辆信息发送至环保部门， 环保
部门将依此入户复检， 对排放依
然超标的车辆依法严格处罚。

北京市环保部门在分析今年
1至7月份全市超标重型柴油车数
据的基础上， 对超标重复次数较
多的单位和车辆进行了摸底排
查， 确定重点复检车辆及用车单
位 。 从8月下旬开始到10月份 ，
市环保部门将组织各区环保部门
有重点地开展重复超标车辆及超
标大户入户检查专项执法行动。

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北京市环保部
门继续以重型柴油车为重点精准
执法。 除运用“闭环管理”新举措
外，还聚焦进京路口、市内重点道
路开展路检、夜查。环保部门进驻
38个主要进京口和综合检查站，
对18个重点进京口实现24小时全
天候执法监管， 其他进京口实行
24小时机动执法。 在12条省际高
速公路、5条市内高速公路及9条
重点国道的29个点位， 郊区以白
天为主、城区以夜间为主，固定与
机动结合开展执法检查。同时，市
区两级环保部门深入2000多个重
型柴油车集中停放地开展入户检
查， 并在全国率先对柴油车氮氧
化物排放进行检查， 基本实现了
对重型柴油车排放的全面监管。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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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多媒体长廊 、 牡丹C-
POP剧场 、 IMS全球数据中心
……梦幻般的 “黑科技”， 若不
是记者亲眼所见， 很难想象， 历
经四十余年风雨的牡丹， 依然花
开新时代， 越开越娇艳。 8月31
日 ， 北京市国资委 “媒体走国
企” 采访团来到北京电控牡丹集
团， 了解首都老国企、 老品牌、
老工业基地的新面貌。

牡丹集团前身为北京电视机
厂， 成立于1973年， 曾经是全国
电视机行业的龙头， 创造了著名
的 牡 丹 品 牌 ， 曾 是 国 家 级 认
证 中 心 、 国家级技术 中 心 和
“国家彩色电视机 ” 生产基地 ，
牡丹电视赢得了 “国家金质奖
章” 的殊荣。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 牡丹
经受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
洗礼， 经历过中国经济社会的历
史变迁。 牡丹的历史也是我国大
中型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缩影：
是工业生产责任制、 承包经营责
任制、 有限责任公司制的改革试
点， 是 “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
试点企业”， 是国家第一批债转
股企业。 后因各种原因， 经营一
度陷入困境， 牡丹品牌差点像白
菊、 雪花一样消失。 “十一五”
中后期开始 ， 牡丹集团认清形
势， 找准定位， 稳健实施战略转
型， 以有限的资源条件， 从传统
制造业和 “租房子吃瓦片 ” 走
来， 走出了一条以数字创意引领
电子信息技术发展、 以技术进步
推动产业升级的牡丹 “工业复
兴” 之路， 成功实现智慧化的历

史性战略转型。
牡丹以C-net （超硅巷） 智

慧园区和生态社区发展的新模
式， 实现了城市中心区老工业基
地改造。 推进文化科技融合、 线
上线下融合， 构建起以国家级工
程实验室等双创资源为依托的开
放协同式技术创新体系， 形成了
以牡丹智能制造服务 （IMS） 云
平台为核心的孵化众创模式和对
外拓展方案。 如今， 园区已成为
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性平
台和首都高精尖科技成果转化国
际服务平台， 成为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 、 国家级AAA级信用企
业、 国家级优质服务先进单位、
全国工人先锋号、 首都文明单位
和北京市专利示范单位。

面向未来， 牡丹正顺应工业
复兴的时代潮流， 适应北京市高
精尖产业发展的现实要求， 立足
智慧型信息服务 ， 实施 “互联

网+” “物联网+” “AI+” 行动
计划 ， 通过无边界产业融合模
式， 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和社区
式智慧园区从锚点到生态圈的外
拓发展； 围绕新型显示服务和产
品， 通过数码艺术产品、 三维复
建 、 智慧工程中心 、 云视频显
示 、 AR/VR新技术应用等赋予
牡丹品牌文化和科技内涵； 以软
件定义一切” 模式， 瞄准AI+大
数据的前沿方向， 发展智能制造
服务 （IMS） 和产品； 以人工智
能+大数据为技术支撑， 以牡丹
软科学成果为理论支撑 ， 传播
“软科学+硬科技” “知行合一”
的无边界融合发展的产业智慧 ；
坚持融合发展， 不断壮大以牡丹
C-POP实验剧场 、 数字艺术空
间 、 牡丹AR/VR工程实验室 、
全球云视频会议中心和IMS全球
数据体验中心为依托的牡丹特色
的创意文化产业。

本市严查排放重复超标重型柴油车

凭“超硅巷”发展模式实现转型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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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探索“造血式”农村养老模式

一年整治摘下“城中村”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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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民旺北胡同变身精品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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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