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历时4
个多月， “发现学院路” 2018学
院路城事设计节近日进入方案终
评环节。 当天， 24组学院路城事
设计节参赛方案呈现在近50位评
委面前。 这些从87组参赛队伍中
优选出来的作品， 首次全面展示
了参赛选手的专业水平和能力。

本次评审现场设在北京林业

大学， 主办方将24支参赛队伍分
为4个小组， 每组首先由6支参赛
队做方案汇报， 随后由评审团进
行点评。 为了更好地发掘方案特
色， 主办方特意设立了7个评审
团 ， 最终评选出最佳思维开拓
奖、 最具实施潜力奖、 居民最喜
爱奖 、 最佳学术奖 、 最有创意
奖、 最佳发现奖和最有故事奖。

学院路城事设计节评出7大奖项

本报讯 （记者 陈曦）记者昨
天获悉，西城区全区中小学、幼儿
园都已强化了各项安全防范措
施，校园秩序良好。

1月8日， 北京市西城宣师一
附小右安校区内发生一起男子伤
害学生事件， 嫌疑人被警方当场
控制。 事件中， 共有20个孩子受
伤 。 西城区教委主任赵蓬欣表
示 ，“感谢社会各界对孩子的关

心， 目前20名学生都已得到了及
时有效的救治，一切平稳。”据悉，
西城区已开始全面落实市区关于
中小学、 幼儿园的安全工作专项
部署，开展了全系统安全大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同时，进一
步完善公安、 街道、 城管联防机
制，加强校内外安全防控；举办专
题培训班，提升全系统领导干部、
教师、员工的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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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在
满蒙文化体验区感受特色民俗
文化， 在复原拆迁街巷中唤起
乡愁记忆， 在不低于90%绿地
面积的优质生态空间内亲近自
然……1月8日，记者从密云“两
会”上获悉，密云区冶仙塔文化
休闲公园计划于今年3月开工
建设，加之白河城市深林公园、
潮河体育休闲公园以及城市绿
地公园和“口袋公园”建设，今
年密云城区绿化率有望由目前
的20%提升至40%。

根据规划， 密云区将依托
潮河、白河两大生态带，在城市

和周边地区建设四大生态公
园，形成“四园两带”生态格局，
密云区冶仙塔文化休闲公园即
为其中一园，“建设工程地处密
云城区东北部， 项目将有效缓
解城区公园绿地不平衡的问
题 。” 密云区园林绿化局副局
长彭连兴告诉记者， 冶仙塔文
化休闲公园将实现不低于90%
绿地面积， 打造具备森林景观
外貌及结构特征的植物群落，
发挥森林的生态基础功能。

据介绍， 密云冶仙塔始建
于辽代 ， 现在景区建筑即为
2000年后复建的， 但悠久的历

史文化和附近檀营地区的满蒙
民族文化颇具特色。 建设在冶
仙塔景区南部的冶仙塔文化休
闲公园占地45.8公顷， 建成后
将免费向市民开放。 公园设置
特色场地及服务设施， 分为生
态科普区、山水游赏区、满蒙文
化体验区、 儿童互动区和入口
广场区， 并集合附近球场规划
运动健身区。其中，满蒙文化体
验区以文化休闲体验为主要特
色，将通过百家姓的展示、绿荫
校场、摔跤、骑射等满蒙民俗活
动的演绎和修复， 传承场地文
脉和历史元素。

区区两两会会关
注注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
昨天从朝阳区 “两会” 获悉，
2019年朝阳区将加快通往北京
城市副中心景观廊道“提靓”速
度，广渠路沿线4处景观节点将
开工建设，其中2处将在年底前
完工，新添9万余平方米城市绿
地。此外，朝阳区将完成龙爪树
路、速滑馆南路、速滑馆北路等
20条道路建设，完成不少于130
公里慢行系统整治， 实现路侧
停车电子收费全覆盖。

2019年， 朝阳区将以精品
景观大道的环境建设标准继续
推进广渠路朝阳段大型景观节
点的提升，王四营、五环桥西南
侧、咸宁侯、郭家场南侧4处景
观节点将开工建设， 其中王四

营、五环桥西南角落2处景观节
点9万余平方米绿地将于年底
前完工。截至目前，朝阳区通往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长安街、广
渠路“一街一路”景观廊道已实
现新增绿化 5处 、23.8万平方
米。 与此同时， 通往副中心景
观廊道沿线建筑夜景照明工程
也已全面启动，在景观设计上，
“一街一路”各具特色。

在道路建设方面，2019年，
朝阳区将计划完成20条各级各
类道路建设，其中，完成龙爪树
路、速滑馆南路、速滑馆北路建
设， 实施来广营北路和顺白路
管廊工程建设、 望京西交通枢
纽等重点工程建设， 加紧实施
香江北路、 来广营东路等电子

城北扩区主、次干道路建设。
同时， 朝阳区将大力推进

静态交通管理， 提高智能交通
管理水平， 加大现有停车设施
利用效率，综合整治道路空间，
改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环境，
完成不少于130公里慢行系统
整治工作。大力推进交通治理，
推动CBD、望京交通综合整治，
争取彻底消除 “路灯不亮”“红
灯不红”问题。

记者了解到， 朝阳区将继
续升级完善路侧停车电子收费
设备，初步计划在三里屯、望京
地区率先建设安装路侧停车电
子收费设施，实现“人钱分离”。
2019年年底， 实现朝阳区路侧
停车电子收费全覆盖。

密云今年开建冶仙塔文化休闲公园

广渠路朝阳段4处景观节点将开工
冬奥场馆周边等20条道路慢行系统建设将完成

城区绿化率将提升至40%

怀柔科学城将增6600个中小学学位
本报讯（记者 边磊）冰窖

餐厅将作为故宫外第一家主
题餐厅， 在前门大街亮相。这
是记者9日从东城“两会”第二
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据了解，今年东城区将落
地一批特色项目。继续深化与
故宫的战略合作， 提升 “故
宫以东” 等知名文商旅品牌
影响力。 配合前门地区转型
升级，1700平方米的故宫冰窖
主题餐厅将在今年底前在前
门大街亮相。 同时，2000多平
方米的故宫文创馆也落地前
门大街， 售卖故宫网红产品。
此外，故宫艺术馆有望落地前
门三里河地区，目前正在论证
之中。

同时，永外地区将继续按
照现代商务区方向发展，建成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18000平
方米面粉厂将改造成为大磨
坊工业园区。配合南中轴总体
定位，做强信息服务业、金融
业、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技
术服务业等方向的业态。

位于幸福大街的咏园，由
老旧厂房改造成文创园区，预
计今年上半年开园， 面积达
11700平方米， 将非遗和设计
相结合， 聚集非遗大师，做设
计提升， 将通过奥特莱斯销
售产品。

本报讯（记者 崔欣）记者1
月8日从怀柔区“两会”获悉，未
来几年， 怀柔科学城将加快推
进以北京一零一中学怀柔校区
扩建和国际部招生， 加快北京
实验二小怀柔分校扩建项目手
续办理和开工建设， 研究推进
怀柔、 密云两区十二年一贯制
学校选址建设。

据介绍， 北京一零一中学
怀柔校区扩建高中部共设置36
个教学班， 计划新增学位1620
个。 计划于2019年年初开工建
设，于2020年底前完工。北京第
二实验小学怀柔分校扩建项

目，计划于2019年底开工建设，
2021年年底完工交付使用 ，预
计将新增学位240个。备受瞩目
的新建市属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建设项目， 初步确定选址在雁
栖大街至雁栖南二街地块 ，拟
按照72个班规模， 十二年一贯
制学校建设。 初步确定项目开
工时间为2020年6月，计划2022
年完工。 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副
主任伍建民说 ：“未来几年 ，怀
柔科学城将新增教育学位6600
个， 加上怀柔科学城周边现有
的学位， 怀柔科学城以及周边
的学位总数将达到1万个。”

故宫冰窖餐厅
前门大街落地

本报讯（记者 陈曦）9日，记
者从西城区 “两会 ”获悉 ，位于
西城区骡马市大街51号的林则
徐故居将建设成为北京市禁毒
教育基地， 有望年内实现对外
开放 。此外 ，今年 ，西城区将启
动京报馆 （邵飘萍故居 ）、庆云
寺等一批文物修缮工程， 同时
推进探索文物活化使用。

西城区文化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位于骡马市大街51号的
福州会馆新馆，由林则徐捐建。
历史上， 林则徐经常和朋友在
这里议论时事、谈论诗词。福州

会馆新馆将在今年年内修缮完
成， 作为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
使用。目前，施工单位已经招标
完成， 正在进行进场前的备料
工作 。此外 ，新市区泰安里 、护
国观音寺正在修缮中， 力争年
内竣工。安徽会馆、杨椒山祠等
文物的修缮方案也开始编制。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探索
活化使用文物， 加速文物资源
的社会化利用进程， 他们研究
制定了 《北京市西城区关于促
进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和开放管
理的若干意见》。

林则徐故居将建禁毒教育基地

本报讯 （记者 任洁）9日，由
北京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
团市委、中关村管委会主办的“改
革先锋进校园” 主题演讲活动走
进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
“科技产业化的先行者”、 联想控
股董事长、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
志与学子分享自己的创业经验。

柳传志当晚的报告主题为
“奔日子的人”。对这个主题，他解
释道， 过日子首先要维持住基本

生活， 而奔日子就是要不断调高
追求的目标， 并能经受住各种打
击，不断去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
志存高远， 同时要脚踏实地。“一
个国家和社会能够发展， 应该是
靠奔日子的人一起共同实现。”

1984年， 柳传志下海经商创
立联想。1984到1994年，联想做起
自有品牌电脑；2004到2008年，联
想并购 IBM PC， 逐步成为全球
PC市场第一。

“改革先锋”柳传志进校园讲创业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昨天，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我最喜爱的公园礼物” 市属公园文
创产品展示评比大赛在北海公园举办。 来自颐和园、 天坛、 北海等市
属11家公园的54件文创新品和热销产品一并入围， 涉及文具类、 日用
品类、 服饰类等多个品种。 评比现场， 公园的职工亲自推介15件初选
的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我我喜喜爱爱的的公公园园礼礼物物揭揭晓晓

西城启动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大检查

2019年1月10日是全国第33个、
我市第23个“110宣传日”。当日上午,
北京市公安局走进丰台区科技园
区，开展了“警民牵手110，共创平安
迎大庆”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主
会场推出了《首都110》视频宣传片，
与会人员共同参观了刑侦、 治安等
市局相关单位的宣传展台。

本报记者 闫长禄 彭程 摄影报道

警警民民牵牵手手““111100”” 创创平平安安迎迎大大庆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