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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早起再也看不到快递
员蹲胡同里分拣快递了， 行人和
车辆也不用跟快递车抢道儿了！”
经过一个多月改造， 东城区建国
门街道贡院东街1000余平方米的
拆迁滞留地“变身”成为全市首个
“快递之家”， 来自辖区中通、圆
通、韵达、德邦和优速等五家快递
企业的七个快递点“搬家”至此，
统一办公、集中分拣，既满足了居
民实际需求，又优化了营商环境，
为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了
新路径。

胡同内分拣快递
既扰民又存在隐患

今年5月，来自赵家楼社区的
高女士拨打12345热线电话，反映
大羊宜宾胡同31号院1号楼底商
圆通快递扰民问题。高女士表示，
小区本来停车就难， 现在几乎整
条胡同停满快递车，从5点就开始
装卸快递，对居民生活影响很大，
希望能尽快取缔快递点。 据建国
门街道为民服务分中心负责人表
示， 这份热线举报只是最近几个
月分中心接到的5件类似举报中
的一次， 热线中居民无一例外地
都提到快递分拣占用道路， 导致
居民出行不便和扰民的问题。

据大雅宝社区工作者郑旭介
绍，快递三轮车数量多，充电需要
很大的空间。 于是快递员将电池
取出来全部放在一个房间充电。
此前接到居民举报， 社区与街道
相关部门对北总布胡同内快递租
用房屋进行了消防安全检查。 郑

旭回忆：“当时我们一进屋， 地上
全是正在充电的电池和充电器，
十分危险。 街道将大批充电器当
场收缴， 暂时缓解了消防安全隐
患，但是扰民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

据了解，此前在建国门地区，
快递三轮车占道停放不只在大羊
宜宾和北总布胡同， 还包括东总
布胡同、宝珠子胡同等。

街道来“搭台”
建立快递集中分拣点

建国门街道一直非常关注快
递分拣带来的环境问题， 有关部
门多次调研商讨解决方案。 7月
以来， 街道调动多方资源探索解
决途径， 最终争取到了贡院东街
拆迁地管理单位中国社科院的大
力支持。

双方商定由管理单位物业公
司提供并整修位于贡院东街的拆
迁滞留地， 租给五家快递公司的
七个快递分拣点统一使用。 不仅
解决了快递公司缺乏场地的问
题， 也让长期闲置的1000多平方
米的拆迁滞留地“变废为宝”。

“二环里地方多难找啊，这里
条件相当不错！不用跟居民‘抢地
盘儿’了，还给我们建了车棚，也
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了， 感谢街道
给快递分拣创造便利环境！ ”中通
快递负责人都克磊说。

自9月4日集中分拣点正式运
行起， 中通快递在建国门地区的
26辆快递车都搬到了 “快递之
家”，并安装了30个隔离防火充电
柜。都克磊介绍，现在他们还增设

了快递传送带和分拣筐， 可以更
规范、更高效地开展经营。

提升管理完善制度
做好快递之家守夜人

建国门街道城市综合管理科
副科长张晶表示， 这块拆迁滞留
地面积足够大， 街道在前期整治
中已围起高墙， 能有效阻止噪音
的传播， 而且便于安全管理。

经与各家快递公司区域管理
部门沟通，北总布胡同9号、13号、
向春胡同5号、朝阳门南小街22号
楼、宝珠子胡同6号楼对面、朝阳
门南小街16号楼南门、 大雅宝胡
同59号等七个快递分拣点统一搬
至集中分拣点。

据张晶介绍，“快递之家”规
定快递员的工作时间为早6点到
晚8点。 “街道整修了集中分拣点
的外立面， 为每家快递公司设置
安装了点位分割线、 顶棚和充电
柜等设施， 物业管理方还在外墙
西侧设置一道金属推拉门方便车
辆进出。 分拣点派驻两名保安24
小时轮流值班看管，做到安全、应
急、防火制度上墙，并配备了40个
灭火器。下一步，街道将安排安全
消防专业人员为快递员培训灭火
器的使用方法和安全注意事项。 ”
张晶说， 街道还清走了非法停放
在快递集中分拣点外围的僵尸车
辆， 并为集中分拣点张贴墙面标
识、安装监控探头和门口凸面镜，
完善各类管理制度。 未来还将探
索成立快递自管会， 促进商户自
治自管。

“使用装配式构件后，整体
工期提高了四分之一。”最近，本
报记者走进中建一局总承包西
北旺C2地块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项目探访时，项目经理张伟说。

西北旺C2地块棚户区改造
安置房项目是北京市产业化重
点项目， 位于海淀区后厂村路
南侧， 建成后将提供1400套棚
改房。

“工期紧， 任务重， 我们
按照要求， 大量使用装配式构
件 ， 地上装配率达到了 70% ，
大大提升了工期。” 张伟说。 项
目考虑永临结合， 照明线和消
防设施均是永久的， 这样可以
节约一个月的工期。

考虑到是保障性住房， 项
目人性化设计比较多， 防水用
了两层进行叠加。 房屋全部精
装修， 选用的墙砖和地砖均是
品牌的， 住户可拎包入驻。

“保障性住房， 更需要严
把质量关。” 生产经理张代卿表
示， 项目严控构件质量， 不允
许构件上有任何裂缝 。 前期 ，
生产厂商养护不到位， 一些构
件出现了裂缝， 导致构件面不
平 整 ， 项 目 立 即 退 货 处 理 。

“保障房是民生工程， 更是民心
工程， 来不得半点马虎。” 张代
卿说， 当时生产厂商还希望通
融一下 ， 看到项目如此坚决 ，
才将不合格的构件取回去了 ，
在后来的生产中， 再也没有裂
纹发生。 由于大量采用了装配
式构件， 住宅墙面整洁， 垂直
度不超过2毫米， 居民入住后可
以免抹灰。

由于项目是首次进行装配
式住宅施工， 吊装构件最重的6
吨。 而塔吊高50米， 需要将构
件精准地安放且误差不超过2公
分 ， 这对一般塔吊司机来说 ，
操作起来会有困难。 项目精心
筛选了塔吊司机 ， 最终6人入
围， 经过培训合格后再上岗。

项目还与广联达合作， 作
为广联达的装配式项目示范基
地， 每一个构件都有编号可查，
项目装配的每一个过程， 均有
录像， 其他企业可从网上观看
视频学习。

据悉， 项目还获2016-2017
年北京青年文明号、 北京结构
长城杯、 北京市绿色安全样板
工地、 2017-2018年度北京市青
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本报记者 唐诗

5家快递企业的7个快递点在此集中分拣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受近几日北京持续降温的
影响， 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
叶岭景区5万余株黄栌、 元宝枫
等彩叶树种大多已经变色， 游
客穿梭在林间小道， 既能近距
离观赏红叶， 也能远望红叶长
城的壮观奇景， 最佳观赏期将
一直持续到１０月底。

根据10月9日的数据， 红叶
变色指数为 ：变红率60%，变色
率19%，绿叶率20%，落叶率1%。
目前，游客可以在八达岭国家森
林公园的红叶岭景区欣赏到红
叶艳映古长城的壮美景色。

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的红
叶景观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
的天然优势。 由于八达岭地区
气温低， 温差大， 红叶树长势
良好， 色彩艳丽； 景区地处北
京西北部山区， 海拔较高， 气
温比市区低3到5摄氏度， 因此
秋季变色时间最早； 加上紧邻
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 色泽
艳丽、 漫山遍野的红叶， 与蜿
蜒盘旋于高山之巅的长城， 构
成一幅大气雄浑的壮观景象。

据了解， 公园作为首都生

态文明宣传教育基地之一， 将
在10月13日 （周六） 免费开展
“2018爱绿一起自然笔记 ” 活
动， 公园有专业老师指导游客
观察大自然里的野生动植物 ，
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在稿纸
上， 公园将推荐优秀作品给主
办方参赛， 获奖者有丰厚奖励。
此次活动名额有限， 需拨打公
园热线预约报名。

此外， 游客还可以参加以
秋叶为主题的森林体验活动 ，
秋游一日营和周末亲子两日营
等活动。 公园一系列的森林体
验活动将给游客更深层次的森
林体验， 是中小学生秋游的绝
佳目的地。

由于一天中光照的不同 ，
公园提示喜爱摄影的市民， 最
佳摄影景点上午为 ： 旷逸台 、
祥云台、 腾龙台、 望龙台、 揽
月台， 下午为： 拥艳台、 回音
壁、 绚彩林、 “赤道” 和 “赤
壁”。 此外， 随着公园红叶进入
观赏最佳期 ， 天气日益清凉 ，
来公园游玩的市民需适当增添
衣物， 以防着凉感冒。

昨天， 以 “健康心理， 快乐
人生———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 ”
为主题的2018年北京市心理健康
体验周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馆拉
开序幕。

在开幕式上， 中国科学技术
馆党委书记苏青为活动致辞，他
表示在中国特色现代科技馆体系
建设中， 科技场馆不再仅仅是能
激发孩子们的兴趣爱好、 锻炼思
考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地方， 也开
始关注到孩子们的内心和他们的
精神世界，进行心智教育，引导孩

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 “希望科技馆能营造出一个良
好的科普氛围， 让孩子们拥有健
康的身心和快乐的人生。 ”同时，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贺胜为
新聘全国精神卫生宣传大使代表
张一山、张昊颁发了聘书。

记者从市卫计委了解到， 此
次活动分为多个展区。 成果展示
区展示了北京市精神卫生工作概
况。 科普展示区涵盖了儿童心理
健康科普知识和科普讲座简介，
并设立心理健康自助机供参观者

自助体验， 可初步了解自身心理
健康状况。 心理健康体验区划分
为心理测评、 心理放松、 心理宣
泄等功能区， 体验者可根据自己
的喜好和需求， 在专业志愿者的
指导下进行体验。 心理健康服务
体验区划分为心理咨询、 沙盘、
脑认知训练等3个功能区。

本次活动还设有画图识心理
体验区域， 场外体验区设有心理
健康大篷车， 可以在应急或者突
发事件的情况下， 为公众提供心
理健康支持的巡回服务。

□本报记者 马超

北京市2018年 “心理健康体验周” 活动开幕

———探访中建一局总承包西北旺C2地块棚改项目

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
进入红叶最佳观赏期

装配构件助保障房提升工期

建国门拆迁滞留地变“快递之家”

中国科技馆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

一款新型环卫吸尘车近日投
入使用， 吸尘车配备大口径强吸
力的吸尘器， 对街道上的细微物
体及浮尘进行清理， 该车在传统
清洁车清扫过后登场， 以达到深
入细微的清扫效果。

万玉藻 摄影报道

环卫用上吸尘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