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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回回天天””行行动动计计划划
助助推推多多个个惠惠民民项项目目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 市交通委、 市住建委、 市城管
执法局、 昌平区、 公交集团等多部门举行 “回天” 行动计
划进展情况媒体解读会。 记者了解到， 一批公共服务设施、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陆续启动， 一批民生项目率先建成投用，
整个地区的公共服务供应保障能力正在快速提升。 市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王强介绍， 当前阶段， 计划实施已经进入
“硬件建设” 和 “软件建设” 全面深入推进的重要阶段。 三
年计划实施项目增加至108个。 去年7月30日， 本市印发了
《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动
计划 （2018-2020年）》。 截至目前， 计划出台已9个月。

【探访】
2个优质教育项目9月

实现招生

王强介绍， 天通苑地区已经
新增9所普惠制幼儿园和1所公立
幼儿园， 提供了2990个学位； 近
期 2个 优 质 教 育 项 目 9月 份 投
入 使 用实现招生 ： 紫金新干线
住宅小区配套学校项目将引入人
大附中 （27班中小学）， 天通中
苑西区小学将引入清华附小 （24
班小学）， 两所学校将累计增加
学位2040个。

5月8日下午， 记者来到位于
天通中苑76号工地中。 这里正在
施工的项目是清华附小昌平学校
天通苑校区， 一栋灰色外观的E
字型教学楼已经耸立在工地中。
据了解 ， 这所学校用地面积为
52761.77平 方 米 ， 建 筑 面 积 为
14073.25平方米 。 今年9月1日 ，
学校将迎来首批一年级新生， 一
共160名学生。

据介绍， 该学校于2007年12
月开始建设， 2010年完工。 但因
未进行规划及竣工验收一直未办
理移交。 在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和
协助下， 开发商完成各项验收手
续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 去年1
月5日项目单位取得竣工验收备
案表， 4月26日将学校移交昌平
区教委， 并交由清华附小昌平学
校承办。 经过近半年精装修， 如
今教学楼36间教室的室内硬件基
本完工， 电气、 黑板、 空调、 新
风等设施也将安装。 按计划， 学
校将于9月1日投入使用。

将增或提升绿地近300
多公顷

王强介绍 ， 在园林绿化方
面， 东小口城市休闲公园计划6
月底建成并对社会开放； 京都儿
童医院南公园等7个公园及绿化
项目正在陆续开工， 未来将增加
或提升近300多公顷绿地。

5月8日下午， 记者来到东小

口城市休闲公园探访建设工程进
展情况。 东小口城市休闲公园南
边距奥森公园仅1公里距离， 总
面积 1658亩 。 其中 ： 陆地 1654
亩， 水面一处4亩。 在这里记者
看到已经种植很多绿植， 高低错
落有致。

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 工程
完成95%。 已全部完成乔木、 花
灌木的栽植工作 ， 共2万8千余
株 ， 这些树种包括白皮松 、 油
松、 国槐、 栾树、 楸树、 银杏、
碧桃、 丁香等。 此外， 地被花卉
栽植完成99%， 52万平方米， 包
括紫菀 、 福禄考 、 金鸡菊 、 月
季、 麦冬等品种。 庭院工程完成
90%， 面积约10万平方米。 水电
等基础工程已全部完成， 配套服
务管理用房、 小卖部、 卫生间共
20处， 5285平方米已基本完成建
设 ， 完成率95%。 预计5月底可
全面完工， 6月完成补植、 细节
修整、 竣工验收等工作， 7月1日
正式开园。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休闲公
园增加体育运动服务功能， 设计
建设了7人制足球场 、 篮球场 、
网球场各4片。 此外， 结合原来
场地高低不平、 坑塘丰富、 裸露
沙地较多的自然条件， 公园增加
了沙滩排球乐园 、 亲水迷你沙
滩， 对雨水花园、 浪漫花谷等景
观节点进行了优化， 将这些区域
从原来的雨水收集利用单一功能
提升为可赏、 可玩的景点。

据介绍， 东小口城市休闲公
园的建设， 能够与已经建成的东
小口森林公园一期、 东小口森林
二期、 太平郊野公园， 以及今年
即将开工建设的贺新公园连接在
一起， 形成面积达6千亩的大型
公园绿地系统。

本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
5月底具备试运营条件

王强介绍， 在缓堵方面， 陈
家营东桥2018年已经建成投用 ，
打通了多年的 “断点”。 此外， 2
个重点工程近期完工投用， 包括

计划5月底具备试运营条件的自
行车专用路。 还有， 北郊农场桥
改建5月底实现通车， 通行能力
提升一倍。 市交通委总工程师侯
小明介绍， 北清路、 安立路 “一
纵一横” 快速化改造也将开建，
北清路计划5月开工， 安立路计
划7月开工。 同时还将推进太平
庄中街横向主干路以及林萃路、
北苑东路纵向主干路建设。 目前
林萃路计划2020年7月完工 ； 北
苑东路计划2020年12月完工； 太
平庄中街 （含太平庄中街桥） 计
划2020年6月开工。

5月8日下午， 记者来到北郊
农场桥改建项目施工现场探访。 北
郊农场桥位于回龙观镇内， 跨越
京藏高速， 东接城市主干道回龙观
西大街， 西与京藏高速西辅路相
接， 是回龙观地区对外交通的主
要道路。 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桥
宽16米， 一上一下双车道断面布置 ，
由于回龙观西大街三上三下六车
道的断面布置， 使北郊农场桥成
为交通瓶颈， 形成交通拥堵。

为缓解拥堵， 改善过往车辆
通行条件， 昌平公路分局于2017
年7月启动北郊农场桥改建工程。
据介绍， 本次改建工程是在现况
桥梁南 、 北两侧各新建一座桥

梁 。 新建南侧桥梁与匝道总长
720米， 宽10米， 布设一条机动
车道、 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新
建北侧桥梁与匝道总长601米 ，
宽6.5米 ， 布设一条非机动车道
和人行道； 原有桥梁布设三条机
动车道。 完工后北郊农场桥由一
上一下改造为两上两下， 加宽了
非机动车道和人行步道。 预计今
年5月底完工通车。

随后， 记者又来到自行车专
用路工程现场探访。 探访当天，
昌平回龙观至海淀上地自行车专
用路工程进入路面工程实施阶
段， 开始沥青路面摊铺施工。 工
作人员介绍， 昌平回龙观至海淀
上地自行车专用路为本市第一条
自行车专用路。

据了解， 该项目起于同成街
与文华路相交路口， 沿城铁13号
线北侧向西经回龙观、 龙泽地铁
站 ， 跨越京藏高速及龙域东一
路， 下穿京包铁路， 沿龙域环路
至西二旗北路， 止于后厂村路与
上地西路交叉口， 全长约6.5km。
该条自行车专用路桥梁进出口坡
道首次设置了自行车助力装置。
该系统引进了荷兰自行车坡道助
力技术， 上行设置自行车助力设
施， 减少使用者推行难度； 下行

设置阻力装置， 提高安全性。

【目标】
计划完成项目增至108个

王强介绍， “回天” 行动计
划颁布时共确定97个正式项目。
为加快补足地区民生短板， 实施
节奏进一步提速， 将一批2020年
计划开工项目提前实施， 正式项
目共增加11个， 达到108个。

【进展】
2019年项目已开工4个

据了解， 2018年计划实施51
个项目已全部顺利实施： 累计完
成 （完工 ） 28个 ， 开工 23个 。
2019年计划实施74个项目， 除23
个续建项目外， 新开工51个， 其
中教育项目19个， 医疗卫生项目
4个， 文化体育项目3个， 养老等
福利设施2个， 交通基础设施项
目21个 ， 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16
个， 园林绿化项目8个， 社会管
理设施项目1个。

截至目前2019年项目已开工
4个。 据介绍， 从实施效果上看，
108个项目覆盖了教育、 医疗卫
生、 文化体育、 养老、 交通、 水
电、 园林绿化、 社会管理设施等
民生领域各个方面。

其中， 文体方面， 回龙观体
育文化公园北部露天体育设施已
建设完成， 待8月份景观整体完
成后正式对外开放。 天通中苑体
育馆 、 天通苑地区综合文化中
心、 天南街道文化体育活动中心
3个体育文化设施项目 ， 2018年
移交后今年将陆续完成装修改造
并投用 ， 为天通苑地区增加5.3
万平方米体育文化活动场所。

医疗养老方面。 新增瑞旗家
园社区卫生服务分中心和天通苑
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所
配套养老院或托老所和1所残疾
人托养所 ， 提供1.4万平方米福
利设施。 今年还要开工积水潭医
院回龙观院区扩建项目， 清华长
庚妇儿中心项目 ， 将新增地区
1000张床位规模， 提升地区医疗
服务水平。

供水方面。 阶段性完成了25
处自备井置换， 惠及6万人左右。
基础保障方面。 中滩110千伏输
变电工程， 为天通苑西部提供稳
定电源保障。 昌平区温榆河以南
地区污水收集和再生水利用管网
项目， 新建污水收集管网总长度
28976米 ， 再生水管网 9762米 。
天通苑北派出所、 天南街道和天
北街道办事处用房项目、 6处社
区服务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