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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为京城再添10公里慢跑康体环线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陈艺/摄

□本报记者 唐诗

□本报记者 盛丽

九成建筑垃圾实现再利用

□本报记者 唐诗

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

从大兴区瀛海镇足球主题公
园出发， 沿着红星集体农庄纪念
公园中的彩色沥青路， 向南到达
体育公园北侧， 经过三太路南北
两侧绿化带 、 四海支渠的巡河
道、 瀛海党群活动中心再回到足
球主题公园， 这一今年9月即将
竣工的环形绿道， 将为京城再添
一处10公里慢跑康体环线。

8月9日 ， 记者从大兴区获
悉， 瀛海镇作为大兴区较早开展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工作的试点
单位， 这处慢跑康体环线是建筑
垃资源化处置的又一成果。 近年
来 ， 大兴区在工业大院拆除腾
退、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的
基础上， 通过增绿、 扩绿、 补绿
和见缝插绿等方式， 不断拓展绿
化空间。 在创造绿色宜居生活环
境的同时， 还针对建筑垃圾爆发
式增长带来的处置难、 利用难等

诸多问题， 创新性地推出了 “就
近设点、 封闭管理、 密闭处置、
资源化利用” 的建筑垃圾绿色循
环利用四步工作法。

目前， 大兴建筑垃圾单月积
存量由最高时的4000万吨左右下
降到685万吨。 在资源化利用方
面， 累计生产的再生产品数量为
4788万吨 ， 其中已利用 4352万
吨， 利用率达到90.89%。 再生产
品主要用于园林绿化、 市政道路
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村地区乡村道
路建设。

28座建筑垃圾处置场
形成绿色循环链条

据大兴区城管委副主任靳冠
英介绍，近三年来，随着大兴区工
业大院拆除腾退、人居环境整治、
基础设施开发建设、 违法建设管

控、 棚户区改造等工作的不断推
进，产生了大量建筑垃圾。初步统
计， 截至2018年底， 累计产生了
5000万吨左右建筑垃圾。 为有效
避免垃圾乱堆、垃圾围城现象，自
2018年起， 大兴区稳步有序开展
了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工作。 目
前， 大兴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
工作基本形成了建筑垃圾自 “产
生-清理-运输-消纳-再生产品
利用”的绿色循环链条。

按照 “集中处理 、 自行消
纳” 的处置原则， 大兴区各镇街
根据实际情况 ， “就近设点 ”，
依据建筑垃圾产生总量因地制宜
的设立移动式、 半固定式资源化
处置设施， 建设封闭式临时资源
化处置场， 加快将零散建筑垃圾
清理至处置场内， 完成了建筑垃
圾的集中清理工作， 达到了建筑
垃圾先处置后消纳的工作要求。

据介绍， 西红门镇率先使用
先进的履带移动式破碎筛分设
备 ， 通过 “源头除杂 、 原料破
碎、 成品筛分、 成品堆料” 四个
环节， 并辅以降尘、 降噪等环保
措施， 使得整条生产线完全达到
现场处置和露天作业时的环保要
求， 进一步提高了处置效率。 黄
村镇作为大兴区产生建筑垃圾最
多的一个镇， 为了及时处置累计
产生的1290万吨建筑垃圾， 就近
设置了2个临时资源化处置场 ，
生产了再生产骨料1230万吨， 这
些骨料已经应用于镇区内园林绿
化、 堆土造景和部分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中。

截至2019年7月底 ， 大兴区
共建立固定式建筑垃圾资源化处
置场1座， 建立临时资源化处置
场27座， 处置能力满足全区建筑
垃圾资源化处置需求。

推出建筑垃圾 “六个一
部分”综合利用措施

记者了解到， 大兴区还采取
推进回收一部分、 无害化填埋一
部分、 平原造林一部分、 道路建
设一部分、 堆土造景一部分、 资
源化利用一部分 “六个一部分”
综合利用措施 ， 指导镇街结合
“留白增绿 ” 、 基础设施建设 、
“乡村道路” 建设等工作， 根据
自身发展建设需要加大对再生骨
料、 再生砖的使用力度。 如， 瀛
海镇累计产生了再生产品490万
吨， 其中75%应用于园林绿化和
堆土造景等工程项目中。 目前，
已建成占地171亩的城市公园 ，
既解决了建筑垃圾处置的问题 ，
又满足了环境改善和周边群众对
文化、 体育设施的需求。

前段时间， 本市发布 《北京
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
消费增长的措施》， 繁荣夜间经
济， 推动消费升级、 落实高质量
发展。 在长城脚下、 妫水河畔的
延庆， 依托2019北京世园会的举
办， 延庆区的 “夜间经济” 逐渐
兴起。

夜晚， 璀璨的灯光勾勒着雄
伟的八达岭长城， 闪耀着充满梦
幻色彩的世园会， 也描画出妫河
两岸延庆这座美丽的小城。 这里
娱乐活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深
夜食堂各色美食应有尽有。

昨天， 记者从延庆区获悉，
自7月26日起， 每周五、 周六晚
21点至22点期间， 延庆区妫川广
场 “文化夜市” 活动如火如荼的
进行。 吉他、 小提琴、 古筝、 长
笛等器乐演奏活动， 配合着广场
上的音乐喷泉吸引了众多游客的
驻足欣赏， 为市民提供了更多更
丰富的夜间休闲娱乐项目。 “文
化夜市系列活动的开展， 有助于
进一步提升延庆区夜间文化活动
质量， 引领延庆区夜间文化活动
向精品化、 高端化发展， 形成具
有延庆特色的夜间文化品牌 。”
延庆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说。

民以食为天。 8月8日晚， 延
庆区会展中心广场啤酒花园夜宵
项目正式对外营业 ， 为期一个
月， 同时也标志着 “长城脚下美

食趴 缤纷世园好食光 ” 系列活
动正式拉开序幕。 “啤酒花园”
夜宵热闹非凡， 延庆区凯思 “深
夜食堂” 也是延庆居民夜间餐饮
的优质选择。 凯思 “深夜食堂”
从6月11日起正式对外营业， 借
助凯思大酒店实体， 延长营业时
间至凌晨2:00， 满足了延庆居民
和世园游客在夜间食堂消费需
求， 培植了延庆夜间经济。 夜游
世园的游客， 还可以在园艺小镇
体验一场古朴与时尚共享、 文雅
与狂欢交融的音乐美食节。 每晚
18点， 来自国内外的著名乐队、
音乐人、 舞者在园艺小镇璞燊酒
店五凤楼前广场和其他区域为游
客带来精彩演出， 摇滚、 爵士、
蓝调、 民谣等各音乐流派都在这
里竞相呈现。

世园会的落户， 对延庆区旅
游业的带动效应明显， 尤其是对
世园周边的旅游业态辐射效应显
著， 以精品民宿为核心吸引力的
乡村住宿， 品质服务不断升级优
化。 到延庆 “夜游世园、 住精品
民宿 ” 已经成为众多游客前来
“打卡” 的目标。

在餐饮企业先行、 先试的带
动示范效应下， 将带动延庆 “夜
间经济” 全面发展。 夜间经济，
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指标。 世园会
的举办和冬奥会的临近， 吸引了
大量游客入住延庆， 深夜经济逐
渐成为拉动延庆夜间消费的重要
手段。 截至6月底， 全区共接待
游客944.5万人次 ， 实现旅游收
入43.16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5%
和30%。

精彩活动纷呈 点亮“夜延庆”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 这一幕发生在八宝山革命
公墓烈士纪念园的公祭广场， 参
与祭奠的党员们在宣誓后向革命
烈士敬献白菊。 记者从石景山区
获悉， 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纪念
园现已正式落成， 目前正式对外
开放一月有余。

纪念园占地一万余平方米，
是集中安放革命烈士的重要场
所， 分为烈士公祭广场、 烈士墓
地、 景观区三个部分。 走进烈士
纪念园， 沿中轴线拾级而上分别
是星火相承、 光辉永铸2大景观

区。 墓园设有两个分区， 分别为
东侧卧碑墓区和西侧枪碑墓区。
规划设计约900个穴位。 北京市
八宝山革命公墓是全国规格建制
最高、 声名最著、 红色教育资源
最为丰富的园林式公墓， 是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在传承
红色基因、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
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也将成
为北京市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

记者了解到， 石景山区共有
八宝山革命公墓、 石景山区游乐
园、石景山区档案馆、中国第四纪
冰川遗迹陈列馆、八大处公园、首

钢陶楼6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石
景山区利用八宝山革命公墓，常
态开展清明红色祭扫、 烈士纪念
日公祭等大型主题活动。

近年来 ， 结合 “我们的节
日” 主题文化活动， 石景山区在
每年的清明节， 在八宝山革命公
墓举办红色祭扫活动， 祭奠为民
族独立和解放事业英勇捐躯的革
命先烈。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8月9日， 由首都公益慈善
联合会主办、 北京公益服务发
展促进会承办的第六届 “慈善
北京” 成果 （图片） 展系列活
动之 “慈善宣讲进社区” 首场
活动在朝阳区潘家园创享空间
举办 。 活动邀请4名 “中华慈
善奖 ”、 “首都慈善奖 ” 获得
者代表现场宣讲。

获得第十届 “中华慈善
奖” 慈善项目奖的北京市慈善
协会项目部负责人围绕 “爱心
成就未来” 慈善助学项目， 详

细介绍近年来协会发展和慈善
项目、 慈善活动开展情况； 获
得首届 “首都慈善奖” 爱心人
士楷模奖的 “首都的士雷锋车
队” 队长王凤进， 宣讲了她的
事迹 ； 获得首届 “首都慈善
奖” 爱心人士楷模奖、 慈善组
织贡献奖的北京血友之家罕见
病关爱中心和北京公益服务发
展促进会项目负责人， 宣讲了
“血 友 病 患 者 关 爱 及 志 愿 服
务 ”、 “西部温暖 ” 爱心公益
活动等专业高效的慈善项目。

慈善宣讲走进社区

“好多金鱼小时候见过 ，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 。” 展览
中游客们感叹道。 原来， 由故
宫博物院、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
总站、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共同
主办， 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承办的 “观鱼知乐———宫廷金
鱼文化与故宫博物院藏金鱼题
材文物联展” 在延禧宫展出。

8月9日， 记者从北京市农
业农村局获悉 ， 此次展览于7
月30日在延禧宫开幕， 为期一
个月 ， 共展出 42个品种 ， 近
200条宫廷金鱼 。 同时 ， 故宫
博物院还展出了34件院藏金鱼
题材文物。 本次展出的宫廷金

鱼是来自全国12个地区最有代
表性的精品金鱼。 例如本次展
览的雪青色望天球， 是培育人
员在鱼苗挑选过程中发现其鳞
质与其它个体有些许差异， 经
过五六年的时间培育出来的。

据了解， 为推动北京休闲
渔业发展， 承办本次展览的北京
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每年在全市数
十家公园、 社区举办观赏鱼进公
园、 进社区等观赏鱼养殖科普
文化宣传等活动。 2017年， 在
潘家园设立了观赏鱼咨询服务
中心， 免费为市民解决家庭观
赏鱼养殖问题， 并提供鱼病防
治服务。

延禧宫展出“宫廷金鱼”

8月9日， 第三届中国 （北京） 休闲大会 “北京国际大桃嘉年
华” 活动在平谷区刘家店镇丫髻山景区举办。 “甜桃王” 擂台赛
成为本次嘉年华的重头戏。 来自平谷区刘家店镇、 大华山镇、 王
辛庄镇等16个大桃主产地的精品鲜桃前来打擂 ， 竞争2019平谷
“甜桃王” 称号。 本报记者 马超 摄影报道

““甜甜桃桃王王””争争霸霸赛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