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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世园会 看奇观妙景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洪旭

2019北京世园会上， 一道纯
蔬菜打造的风景成为观众参观热
门———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积极
筹划创建 “百蔬园”。“百蔬园”是
世界园艺博览会展览史上， 第一
个将蔬菜作为景观素材的独立展
园， 场景化地展示历史长河与生
态空间中蔬菜与人的故事、 展示
前瞻性的城市和家庭农场， 展示
以蔬菜为载体的新的生活方式，
更新人们对于蔬菜产业、 农业科
技、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的认知。

户外与室内两大展区各
具特色

“百蔬园” 展区有户外和温
室内两部分， 总占地面积54亩。
户外是菜的花园， 是主体， 共有
47亩， 分为森林与沼泽、 荒漠与
草原、 田园庭院、 乐享家园四个
区域； 室内部分有4500平方米 ，
分为蔬艺生活区、 百蔬科技区、
蔬菜博物馆、 蔬菜剧场4个展区。
在 “百蔬园” 内， 游客可以看到
不同品种的蔬菜在不同的生长期
的状态， 还可以观赏到蔬菜的不
同生长特点。 同时， 在感受 “百
蔬园 ” 视觉呈现的多姿多彩之
外， 还可以品味酸甜苦辣下百蔬
的有滋有味。

“百蔬园” 室内的蔬菜科技
展区一定让您惊赞农业与科技的
超级融合。 展区内展示的有番茄
工厂化生产、 彩椒工厂化生产、
人工光植物工厂等植物工厂， 以
观光走廊形式， 展示完全人工环
境下叶菜的工厂化多层立体栽培
模式。 在这个展区， 观众可看到
北京先进的农业生产科技， 包括
智能环境监测、 水肥一体化、 无
土栽培等， 感受到都市农业的科
技魅力。

创意 “百蔬园” 展示蔬
菜历史

“百蔬园” 主题是 “一片创
艺农场、 一个乐享家园”， 通过
“百蔬园” 带给公众的不仅是一
个蔬菜景观园， 一个蔬菜品种和
品牌的展示园， 更是一个蔬菜文
化的传播园 ， 蔬菜生活的艺术
园， 蔬菜味觉的图书馆。

其实 ， 作为一个纯蔬菜花
园 ， “百蔬园 ” 的建设难点很
多。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 介 绍 说 ， 要 向 世 界 展 示 北
京 蔬 菜产业乃至都市型现代农
业的建设成果， 需要各方精心组
织 ， 群策群力 ， 可以说在组织
方、 策划方、 运营方和各相关部
门的共同努力下， 共同克服了各
种困难， 贯彻了展会理念， 实现
了一些突破。

首先是展示 “绿色办会” 理
念。 “百蔬园” 对产业的提升作
用则主要体现在基质化的栽培运
用方面， 就地取材并通过标准化
的生产， 实现基质化栽培技术。
同时， 会后展示的蔬菜将面临下
架， 而废弃物基质可循环利用，
对保护农业环境、 减少农业面源
污染起到很好的作用， 体现 “绿
色办会、 循环办会” 的理念。

展现蔬菜历史剧的大构思。
一个纯蔬菜花园， 大面积的户外
展示， 国内外都没有完整的借鉴
作品。 另一方面， 游客已经熟悉
了各种蔬菜观光园， 不少人已经
审美疲劳了。 对此， “百蔬园”
设计方邀请了来自美国、 德国、
英国的建筑师 、 园艺师作为顾
问， 经过20多次的研讨碰撞， 从
10个方案中确定了 “百蔬园” 最
终的放射状历史大剧方案。

蔬菜筛选精益求精。 有些蔬
菜的特点是好吃不好看。 怎样避
免蔬菜好吃却不好看、 比花好吃
但又没花好看的问题和避免开园
初 期 气 温 突 变 的 打 击 ， 看 似
是 一 些小事其实是重大难题 。
为此北京农业农村局提前一年半
着手准备， 在京郊安排了3个试
验基地， 专家学者、 设计师、 技
术员进行了全方位的联合试验，
从300多个品种里一次次筛选 ，
才逐步形成了最终的200多个品
类的大菜单。

为进一步优化本市营商环
境、 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深
化 “放 管 服 ” 改 革 ， 北 京 市
住房城乡建设委持续推进建设
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工作。 记者了
解到， 竣工联合验收工作自去年
启动以来，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牵
头相关部门不断加大改革力度，
将原来由14个单位各自进行专项
验收、 单独出具验收结论的 “串
联” 式验收， 改为 “统一平台、
统一申请 、 统一验收 、 统一确
认” 的 “并联” 式验收， 用时由
原来数月到现在最多7个工作日，
极大缩短了验收时间， 提升了工
作效率。

竣工联合验收实行全程网上
办理， 依托于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开发的联合验收管理平台， 实现
了网上申请受理 、 网上信息流
转、 网上资料核验、 网上同步办
理、 网上限时办结、 网上效能督
查， 从企业申请、 部门审核到督
促指导， 全部工作环节通过系统
平台完成。 建设单位实名注册并
登录平台后， 系统会关联施工许

可数据库， 将建设单位名下的工
程项目信息带入联合验收申请表
单中， 建设单位在表单中只需填
写三个字段即可以完成联合验收
申请。

据介绍， 联合验收管理平台
和施工许可系统实现了信息实时
共享， 当某一新项目取得施工许
可后， 各专项验收管理部门和市
政服务企业将及时在平台上获得
该项目的基本情况， 并根据项目
特点主动靠前服务， 如给水、 排
水、 电力、 燃气、 热力等市政接
入服务原来主要在竣工阶段开
展， 现在提前到开工时即可做准
备工作， 为建设单位节省了大量
时间和精力。

建设单位在联合验收平台选
择验收事项并上传资料后， 可点
击 “提交预览”， 此时系统会向
所有验收部门推送通知短信， 各
验收部门将及时开展主动服务和
监管排查 ， 有针对性地解决问
题 。 在建设单位申请联合验收
时， 无论建设单位如何选择验收
事项， 系统均会向所有验收部门

推送信息， 即使发生了因建设单
位不了解政策而遗漏验收事项的
情况， 各专项验收管理部门也能
及时采取措施， 做好事中与事后
的监管。

据了解， 建设单位正式提交
联合验收申请后， 系统会根据预
先确定的分派规则， 将验收事项
自动分派至各验收部门。 在联合
验收期间， 市区住建部门将牵头
各专项验收管理部门和市政服务
企业开展资料审核和现场验收，
并在7个工作日内出具验收意见，
距办结期限3个工作日时平台将
自动发出预警提示 。 自4月1日
起， 联合验收意见通知书启用了
电子印章 ， 通过联合验收的工
程， 联合验收平台将生成自带电
子印章的联合验收意见通知书，
建设单位可随时下载和打印。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竣工联合验收 缩短时间提升效率

“百蔬园”讲述蔬菜与人的故事 5月19日 ， 由北京市文化
和旅游局、 通州区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的 2019年 “中国旅游
日” 暨 “旅游进社区” 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在北京韩美林艺术
馆举行。 本次活动主题为 “文
旅融合 ， 美好生活 ”， 活动以
“中国旅游日 ” 为契机 ， 持续
推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

据介绍， 推进文化旅游深
度融合是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选择， 文化和旅游融合是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旅游
不仅要融入文化产业， 提升旅
游创意水平和文化内涵， 也要
融入文化事业， 以旅游的市场
化运作反哺文化事业。 文化要
融入旅游 “吃 、 住 、 行 、 游 、
购、 娱” 各环节， 促进其内涵
和创意提升 。 推动建立 “文

化+旅游” 的双向互促发展模
式， 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产品
转换， 提升游客游览品质， 实
现 “以文促旅， 以旅彰文”。

2019年 “中国旅游日” 活
动理念是倡导美好生活， 让广
大市民在旅游方面有实实在在
的满足感。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通过发布实行一系列旅游方
面的惠民利民措施， 持续提升
市民群众的获得感 、 幸福感 。
在中国旅游日当天， 除常规活
动当天部分景点、 博物馆等半
价或免费开放外， 还会特别推
出如演出、 采摘、 亲子活动等
特别项目， 在提升服务品质的
同时， 将更多的好产品、 好服
务送到北京社区居民身边， 让
旅游业真正成为提升人民美好
生活的新动能。

文旅融合提升服务品质

近日， 记者从中建铁路投
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
“中建铁投集团”） 获悉， 该公
司 2017年5月5日成立至今， 中
标10亿元以上项目18个， 签约
总额突破650亿元 。 交出了一
份靓丽的 “成绩单”。

作为国家铁路建设领域的
一支后起之秀， 同行业兄弟单
位已深植铁路市场多年 ， 新
投身铁路建设领域的企业更是
多如繁星。 如何才能在竞争激
烈的铁路市场中谋得一席之
地， 高扬起中国建筑转型升级
的大旗？

中建铁投集团在充分研判
内外形势、 深入开展战略研究
的基础上， 出台了 《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引领中建铁投高质量发展指导
意见》， 制定了 《“3+5” 战略

规划》， 提出了以 “一最三优”
为特征的 “三商战略 ”， 并明
确了建成最具竞争力的综合交
通投资建设集团的发展愿景 ，
将争先的追求转化成现实的战
略导向。 期间， 承接东北亚最
大会展中心项目———长春空港
经济开发区东北亚国际会展中
心； 承接亚洲最大火车站———
雄安高铁站房钢结构工程； 承
接全国线路最长全预制装配式
高架桥项目———呼和浩特快速
路高架桥； 承接全国最大化学
调峰项目———大连储能调峰电
站； 承接东北地区最大的水治
理工程———长春市伊通河综合
治理工程 ； 承接山东省 “三
横 ” 快速铁路网 “中部通道 ”
———潍莱高铁等项目， 实现了
“铁公基 ” 及高端房建领域全
覆盖。

中建铁投集团成立两年
签约额突破650亿元

近日， 东城区四套班子领
导及17个街道工委书记、 党员
干部、东四六条社区工作者、在
职党员、志愿者、物业工作人员
等共计300余人来到东四街道，
参加“周末大扫除”活动。

据了解 ， 截至2019年4月
底， 全区参与“周末大扫除”活
动的党员干部群众达107109人
次。 总共清理院落2888个， 胡

同2061条， 楼房4160栋， 拆除
违法建设270处， 清运废弃物、
垃圾等4530余吨， 解决了不少
历史遗留下来的 “无人清”“不
敢清”和“清不了”的痼疾顽症。

下一步， 东城区将把大扫
除活动作为直接联系群众、 走
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具体举
措， 指导推进该活动不断取得
实效。

□本报记者 于佳 文/摄

东城区四套班子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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