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动批” 区域未来规
划沙盘首次在中关村西城园创新
创意成果展示中心内展出。 据了
解， 在此区域内， 原批发市场已
经有了明确定位， 目前正在紧锣
密鼓地升级改造中 。 2021年 ，
“动批” 区域各楼宇将完成升级
改造。

腾退出的楼宇都有各自
新定位

记者在现场看到， 沙盘中显
示了西直门外南路和西直门外大
街这一区域35万平方米的未来面
貌。 其中， 涉及的楼宇名称都进
行了更新 ， 不乏 “金融中心 ”
“金融大厦” “科技大厦” 等后
缀， 从侧面透露出了这一区域功
能的新定位。

北展指挥部负责人李云伟表

示， 经过近几年的原动批市场疏
解腾退出的北展楼宇空间， 都有
了各自的新定位， 转型升级在紧
锣密鼓推进 。 奇安信总部大楼
（原万容天地市场改造项目）、 北
矿金融科技大厦 （原天和白马市
场改造项目）、 新动力金融科技
中心 （原四达大厦）、 北京金融
科技中心 （原世纪天乐市场改造
项目）、冰宝岛体育中心（原聚龙
市场改造项目） 将以崭新的面貌
展现出来。 2019年继万通金融中
心之后， 西城区力争在年内实现
多家商务楼宇亮相及楼宇主体结
构装修完成。此外，正在改造的首
创·新大都园区产业定位聚焦金
融业、科技创新，未来将会成为金
科新区的又一重要支撑。 官批改
造方案设计完成， 未来成为国新
基金广场。 2021年， 动批区域各
楼宇将完成升级改造。

西外将成为融合创新示范区

据悉， 未来的北京西外， 将
会被打造成为开放、 融合、 充满
活力和归属感的新型城市核心
区， 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融合
创新示范区。 作为衔接中关村和
金融街的西外区域， 具备融合科
技与金融的潜力， 它还位于中关
村科技园的重要组团之间， 具备
科技创新的产业基础。 北京高校
带在此交会， 又使西外区域具备
产业融合创新的智力资源 。 同
时 ， 西外区域公共文化设施丰
富， 设计产业集聚， 长河文化带
贯穿其中。

西城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 为实现这些区域特性， “软
连廊系统” 被创新性地提出， 并
将统领西外区域改造的主要元

素。 “软连廊系统” 是包含物理
空间、 功能及心理体验的联结系
统， 通过智慧技术运用， 实现区
域资源共享、 融合创新以及文化
辨识度。 系统将从空间、 运营、
功能和感受四个层面入手， 采用
智慧城市理念， 率先提出协同海
淀的区域发展观 ， 从交通 、 环
境、 资源、 标识和色彩等多方面
促进西外区域内部以及与周边更
大区域的协同融合， 合力打造西
外区域的新气象。

据介绍， 西外区域的此次城
市更新， 无论是在知名度、 影响
力、 区位价值还是整改体量与规
模上， 都是北京其他城市更新项
目无法比拟的。 此次西外区域更
新升级， 肩负着根治大城市病、
优化首都功能、 完善城市空间结
构布局、 提升区域形象、 构建高
精尖产业结构的重要使命。

据悉，2015年1月11日， 天皓
成服装市场闭市， 成为第一家闭
市的“动批”市场；2017年6月万容
闭市 ，7月众合闭市 ，8月万通闭
市，9月天意闭市，10月世纪天乐
闭市，11月最后两家天和白马和
东鼎闭市。 随着东鼎服装批发市
场闭市，“动批” 疏解腾退正式完
成。 目前，由“天皓成服装批发市
场”改造而成的“宝蓝金融创新中
心”，1万平方米的办公区出租率
达到100%，入驻的既有无人机企
业，也有互联网金融企业。曾经的
“万通小商品批发市场”， 已进行
了全面提升，转型升级为“万通金
融中心”，静待金融科技类企业的
入驻。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延庆千家店引“神器”整治河道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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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曦曦

““动动批批””各各楼楼宇宇22002211年年将将完完成成升升级级改改造造

□本报记者 孙艳

□本报记者 崔欣/文 彭程/摄

景山公园观德殿预计年底亮相
经过4年规划修缮布展， 景

山公园内的寿皇殿建筑群终于恢
复清乾隆十四年 （1749） 寿皇殿
院落的历史面貌 ， 并对公众开
放。 日前， 记者从景山公园了解
到， 目前景山公园已启动观德殿
修缮工程， 预计年底完成并对公
众开放。 明年， 公园还将完成除
永思殿外其余文物古建的大修，
全面恢复老北京中轴线上最北端
古建筑群的历史风貌。

由内外两层院落组成的寿皇
殿建筑， 仿照太庙规制而建， 属
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建筑形式，
是北京中轴线上除故宫之外的第
二大建筑群。 由于年久失修， 长
期被占用， 伴随北京市中轴线申
遗工作的全面展开， 寿皇殿古建
群于2016年4月启动了整体修缮，
2017年11月30日完工， 经过一年
多的内部装饰和布展 ， 最终于
2018年11月22日对外试开放， 实

现了老北京中轴线上建筑的首次
整体亮相。

据景山公园副园长宋恺介
绍， 此轮修缮涵盖了寿皇殿院内
全部14个殿座以及15处院宫墙及
宫门、 角门、 随墙门， 并对院落
重新铺装。 宋恺介绍， 在保护修
缮设计中， 在保证文物安全的情
况下尽可能利用原物， 最大限度
保存文物建筑的历史信息； 坚持
运用原材料和传统施工工艺 。
“甚至连院内的140多棵古树都请
专家逐个 ‘问诊’， 分别制定救
治方案， 院落所有植物配置都按
照历史格局进行恢复， 体现原有
的历史功用和风貌。”

完成修缮并开放的寿皇殿吸
引了大量游客， 半年多时间里已
累计接待游客31万人次。 记者了
解到， 景山公园于近期启动了寿
皇殿东侧的观德殿修缮工程， 并
按照北京老城保护总体规划排出

了古建修缮时间表。 观德殿共四
进院落， 一二进院落修缮已经完
成，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 四
进院落的修缮。 与寿皇殿相同，
观德殿的修缮也将力争最大限度
恢复历史样貌。 “预计修缮将于
年底完成并向游客开放。” 宋恺
透露， 根据初步展陈方案， 未来
观德殿将以展览和互动体验为
主， 有望以清代骑射表演展示的
方式， 重现其 “皇帝观看臣子骑
射” 场所的历史功能。

明年， 景山公园计划向文物
局上报万春亭、 绮望楼以及北区
兴庆阁的修缮方案， 加上此前已
经完成修缮的关帝庙、 寿皇殿和
正在修缮的观德殿，预计明年底，
景山公园将完成除永思殿外其余
文物古建的大修， 全面恢复老北
京中轴线上最北端古建筑群的历
史风貌。据悉，永思殿的修缮方案
有望在“十三五”期间完成。

寿皇殿恢复乾隆时期历史面貌

近日， 由北京住总集团置业
有限公司和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建设的通
州区首个共有产权房———通和家
园正式封顶。 据悉， 该工程建设
全程接受百姓的监督， 全力建设
百姓放心房。

通和家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
作为民生工程， 是北京市政府建
立多主体供给、 多渠道保障住房
供应与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 该
项目 2018年 11月取得施工许可
证 后 ， 历时8个月的紧张建设 ，
目前住宅楼已开始陆续结构封
顶。 按照计划进度， 通和家园将
于2021年6月前交付使用 ， 项目
建成后 ， 社区建筑规模约9.8万
平方米， 总居住户数1012户。 其
中 约 89平 方 米 的 两 居 室 占 比
80%， 约119平方米的三居室占
比20%， 全装修交房， 可拎包入
住， 将解决通州区3000余人的住
房需求。

住总置业公司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住房规划户户朝南， 干湿
分离， 并严格按照绿色建筑二星
及以上标准执行， 全装修交房，
可以保证良好居住品质。 此外，
这里未来将有三条地铁线配套，
湿地公园 、 游憩公园等一应俱

全， 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
心 、 景山学校通州分校区等文
化 、 教育配套完善 ， 可满足购
物、 文化、 娱乐、 教育、 医疗、
健身等全方位需求 。 项目建成
后， 将更好地实现区域内职住平
衡、 助力城市副中心建设。

通州区首个共有产权房封顶

“从 ‘水陆空 ’三方面助力
河道环境清理整治， 有了它们
工作起来省劲儿多了。 ”提起河
道清理三大 “神器 ”，延庆区千
家店镇的管水员都竖起了大拇
指，称赞这三大 “神器 ”提升了
水面及河岸环境整治效率 ，助
力水环境品质不断升级。

记者了解到， 管水员口中
的三大 “神器” 就是千家店镇
引进的新型河道割草船、 汽油
机高枝剪和改装打草机 。 其
中， 新型河道割草船减少了人
工 ， 一台割草船只需3个人操
作。 “原来我们清理这片水域
得用一天时间， 现在机械化清
理2个小时就完成了 ， 这一台
机器能顶30个人工 。” 千家店
镇管水员胡庆和说。

记者在千家店镇的白河流
域看到， 管水员们驾驶着新型
河道割草船在水面上进行割草
作业 ， 随着船体不断向前推

进， 剪断的水草被快速地运送
至船板上， 管水员使用叉子将
船体上的水草进行归拢整理 ，
以免水草掉入水中。

除新型河道割草船外， 千
家店镇另外两大 “神器” 也各
有妙用。 汽油机高枝剪最高能
够切割4米高的树枝 ， 而改装
后的打草机使用风扇式锯片打
草头 ， 能够轻松地切割灌木
丛 ， 保持河岸环境的干净整
洁。

据了解， 三大 “神器” 投
入使用以来 ， 已经清理水面
20000平方米， 打捞水草50吨，
清理杂草河岸长达2.5公里， 修
剪河岸树木200余棵 ， 为实现
“水清 、 岸绿 、 安全 、 宜人 ”
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千家店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 继去年大力开展拆除河道
违建后， 今年主要在提升河道
美感上下功夫。

近日， 门头沟区社区服务
中心 “百场社区大课堂” ———
军庄镇就业项目培训拉开帷
幕。 50名村民在老师和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 学习个性化口红
制作技术。 门头沟区社区服务
中心通过搭建 “百场社区大课
堂” 平台， 把就业技能送到村
民家门口。

活动现场， 参加培训的村
民体验了口红从材料准备 、造
型 、入模 、出模 、包装等一 系
列工序 ， 同时还掌握了一门
就业技能 。 据了解 ， 截至目

前 ， 该就业项目已开展了多
肉植物种植 、工艺扇子 、脸谱
抱枕制作等 39场培训 。 据介
绍 ， 此次活动是门头沟区社
区 服 务 中 心每年在全区开展
240场 “百场社区大课堂 ”活动
的一个缩影。

下一步， 中心还将结合群
众实际需求， 进一步整合服务
资源，优化服务内容，在健康医
疗 、政策法规 、手工素质 、生
活窍门 、 防灾减灾 、 科学理
财、 绿色环保等方面开展大课
堂活动。

“百场社区大课堂”为村民送技能
□本报记者 盛丽

近日， 丰台区花乡在刘孟
家园社区市民学习中心举行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基地 ）”
授牌仪式暨首场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 这标志着花乡新时代
文明实践机构建设进入了全面
实施阶段。

活动现场， 丰台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钟媛媛、 花乡党委组
织委员秦勇为刘孟家园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揭牌， 向全乡
19个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 和首个乡级 “新时代文明
实践基地” 厨师博物馆授牌。

花乡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启动
□本报记者 邱勇 通讯员 庄怀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