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生植物种类繁多， 环湖路
边绿树成荫 ， 湖面鸭群自在戏
水， 居民漫步怡然自得。 作为北
京市内唯一的湿地公园， 2018年
建成的西城区西海湿地公园虽然
面积不大， 却依靠上佳的位置风
景和全员开放的理念成为了居民
休闲的绿地港湾， 这与西城区在
园林绿化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
密不可分。

打通环湖步道
恢复西海湿地

据西海湿地公园园长李慧表
示， 西海湿地公园在供游客观光
游览的同时， 更要为百姓打造饭
后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记者在现
场看到， 处于盛夏， 西海湖中，
芦苇、 菖蒲等精心搭配和养护的
水生植物， 正值生长的旺盛期，
引来鸭群嬉戏的场景惹人喜爱。
而两万余盆荷花集聚在湖中一
角， “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美景
更是引来游客和居民拍照留念。

然而 ， 西海湿地公园建成
前， 可并不是当地居民休闲的首

选 。 以前公共服务设施相对简
陋， 钓鱼、 遛狗的居民更是让这
里的环境得不到有效治理。

2018年5月份 ， 为了拓展绿
色生态空间 ， 改善居民生活环
境， 西城区开始启动环湖邻水步
道打通工作 。 打通七处堵点 ，
拆除沿湖违建4800余平方米， 打
造了环绕前海、 西海的3公里环
湖步道， 同时建成10.9公顷的西
海湿地公园。 为恢复西海湿地原
有的风貌， 建设过程共栽植了30

多 个 品 种 近 2 万 平 方 米 的 荷
花 、 芦苇等水生植物 ， 还在湖
中心搭设了3处近千平方米的绿
色浮岛。 在2018年建成什刹海前
海绿道和西海湿地的基础上， 西
城区启动全长3公里的后海环湖
绿道建设， 工程完工后， 后海周
边的公园绿地、 文物古迹、 休闲
设施和特色驿站将被绿道串联起
来， 将与前海绿道和西海湿地共
同构建起新的什刹海环海景观
带， 构建智能景区， 再现碧水绕

古都的历史风貌。

打造城市绿心
增添城市新绿

在西海湿地公园遛弯的陈大
妈表示： “之前她和朋友们都不
来这里遛弯， 要做公交车去北海
公园， 休闲活动十分不便。 但是
现在不一样了，环境好、空气好。 ”
经过改造， 西海湿地公园原有的
脏乱差也不见了， 这得益于公园
的规范治理。李慧介绍，公园的安
保人员实行三班倒，禁止遛狗、钓
鱼者进入，严查破坏环境行为，维
护公园湿地卫生。 “现在和朋友遛
弯， 再也不用坐公交车去别的地
方，在家门口，便可以呼吸新鲜空
气。累了在亭子里一坐，还能看看
美丽风景， 我们居民是这里改造
后最大的受益者。 ”

截至目前， 西城区已拥有了
6处 “城市森林”， 面积达7.18公
顷。 在此基础上， 西城区还在留
白增绿方面尝试了众多新思路。
例如， 深入挖掘屋顶绿化资源，
利用学校、 医院和驻区单位等建

筑楼体， 打造出卫生大厦、 北京
十三中、 政协文史馆等36处空中
花园4.1万平方米 ； 对老旧街巷
及平房区胡同进行见缝插绿， 摆
放种植箱及立体花钵， 栽植各类
园林植物及街巷居民喜爱的瓜果
蔬菜， 建设滨河社区、 车公庄大
街等垂直绿化3000余延长米， 极
大地丰富了城市立体景观。

另外， 据西城区园林市政管
理中心副主任徐建介绍， 西城区
充分利用辖区内原有公园、 绿道
等资源， 在全市率先建成覆盖全
区各街道的园艺文化推广中心，
下辖21处驿站。 近两年来， 结合
“百万鲜花进家庭、 进社区、 进
街巷” 等活动， 组织开展各类园
艺活动500余场， 为居民提供了
专业的家庭园艺规划设计服务。
同时， 不断丰富服务内容， 增加
了文化活动、 蔬菜水果便民超市
等服务功能 ， 让全区125.9万人
从中受益。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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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思思远远 文文//摄摄

西城留白增绿为居民造福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韩冰 文/摄

□本报记者 盛丽第一时间拉开防汛抢险大幕
怀柔启动危房改造 农户得实惠

便民公告栏成为“家门口”宣传阵地
□本报记者 白莹

近期， 北京市迎来数次强降
雨， 范围大、 雨量强。 怀柔区发
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其中， 8
月4日晚至5日， 杨宋镇降雨量达
234.8毫米， 为全市最高。

北京住总第一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承建的梦想山项目位于杨宋
镇中 （怀柔） 影视产业示范区核
心区内， 是梦想山影视文化园开
工建设的第一个地块， 目前正处
于地下结构施工阶段， 防汛工作
刻不容缓。 依照防汛应急预案，
项目部全体人员在第一时间拉开
了防汛抢险的大幕。

面对半夜间雷声轰隆， 倾盆
而下的暴雨， 梦想山项目部值班
人员睡意全无， 迅速集结， 分组
赶赴现场， 展开防汛工作。 项目
部值班领导沉着应对 、 冷静指
挥， 分配人员去开启槽边集水坑
水泵往外排水， 并到现场周边查
看险情， 了解情况。 疾风骤雨使
得槽内已有明显的积水， 若不及
时抽排 ， 很可能会引发次生灾
害。 鉴于此， 项目部值班领导立
刻决定加派人员， 抢速排水， 启

用防汛应急水泵， 四台泵陆续往
外排水。 与此同时， 又分派两组
人员到工人生活区、 办公区查看
汛情， 及时疏通下水道口杂物，
使排水畅通。

经过一整夜的奋战， 终于完
成了防汛排险的任务。 此时， 防
汛人员却全身湿透， 雨靴进水 ，
顺着面颊流下的不知是汗水还是
雨水， 大家长松了一口气， 脸上
满是欣慰的笑容 。 大雨停了之

后， 防汛人员的脚步却没有停，
再次对基坑周边进行风险排查，
确认一切正常。

如今汛期已经过半， 但仍需
做好防汛的各项工作， 项目部将
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立足
加强防范 、 常备不懈的工作方
针， 按照统一领导、 分级负责、
上下联动、 科学调度的机制， 动
员各方力量参与防汛， 确保工程
安全度汛。

住总一公司怀柔梦想山项目部

平谷启动大桃销售“绿色通道”
在平谷大桃销售协调会上启

动了大桃销售 “绿色通道”， 以
此改善营商环境， 确保大桃销售
顺畅、 保障外来客商和广大桃农
利益。 这是记者8月13日从平谷
区委宣传部获悉的。

平谷区是中国著名的大桃之
乡， 现在正值平谷鲜桃季， 22万
亩世界最大桃园里的鲜桃正在陆
续供应首都及全国市场。

记者了解到， 为了给客商提
供贴心 、 宽松 、 顺畅的服务环
境， 在依法、 依规的前提下， 平
谷区交通局、 交通支队、 生态环
境局等全区相关职能部门统筹协

调， 在环保检测、 安全维稳、 道
路通行、 交易秩序等方面安排专
门力量给予服务和指导帮助， 确
保车进得来 、 出得去 ， 桃收得
好， 收得顺。 通过扎实工作， 为
大桃销售开辟 “绿色通道”。

平谷大桃是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 30多年来， 在7万多桃
农和1000余名农技员辛勤耕耘
下， 运用近百项综合配套技术让
平谷大桃从一种果品正在发展成
一项富民产业。 2018年， 平谷区
农业总产值39.5亿元， 大桃总收
入12.54亿元 ， 占农业总产值的
31.7%。 “平谷大桃 ” 品牌价值

达90多亿元。
目前， 正值平谷大桃中熟品

种采摘期， 大久保、 九号、 十四
号、 油蟠等众多市民钟爱的品种
集中下树， 正是广大客商和市民
朋友采购的高峰期。 平谷大桃销
售 “绿色通道” 的启动将进一步
缩短鲜桃到市民餐桌的时间。

□本报记者 马超

最近， 家住怀柔区怀北镇
邓各庄村的村民田兆祥搬进了
新家 ， 看着宽敞明亮的房子 ，
田老汉格外开心。 谁能想到两
个月前这还是一座危房。 田老
汉的房屋为本市农村地区典型
的砖木混和承重房屋， 建于上
世纪80年代。 由于缺乏正规的
设计与施工监管， 该农房基本
无抗震设防措施。 经鉴定， 房
屋危险性评定等级为C级， 属
于局部危房。

评定为C级的房屋可以拆
除重建， 也可以加固改造。 最
终， 在综合考虑改造方案的经
济性、 工期以及对农户生活的
影响等因素的前提下， 确定采
用 “砌体房屋预应力抗震加固
技术 ” 对该房屋进行加固改
造。 田老汉的房子也成为今年
怀柔区首批农村危房改造修缮
加固试点的农宅之一。

据了解， 去年， 结合本市
农宅实际情况推出了一系列惠

民政策 。 比如 ， 制定印发了
《北京市农村4类重点对象和低
收入群众危房改造工作方案
（2018-2020年）》， 给予符合要
求的危房改造农户市区两级补
助6.8万元； 同时为推进抗震节
能农宅建设工作， 制定印发了
《北京市抗震节能农宅建设工
作方案 （2018-2020年 ）》， 给
予符合要求的抗震节能农宅新
建翻建和抗震节能综合改造农
户市级奖励2万元。

此外，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面向社会征集首批共144人的
农村危房改造技术指导专家团
队， 成立农村危房改造技术指
导专家委员会， 将已征集到的
9套农宅建设方案交由专家进
行论证 ， 筛选出5套符合危房
改造实情的方案， 并印发 《北
京市农村危房改造维修加固技
术方案目录 》。 田老汉家中使
用的 “砌体房屋预应力抗震加
固技术” 就属于其中之一。

楼道乱贴小广告一直是困
扰社区治理、 影响居民居住环
境的难题之一， 进入暑期， 海
淀西三旗街道枫丹丽舍社区党
总支利用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
为辖区楼栋安装便民服务公告
栏， 用于张贴宣传政策及日常
生活所需资讯的平台， 为居民
和社区搭建沟通交流的桥梁。

公告栏内张贴与居民日常
生活有关的服务信息， 将以前
乱贴乱印在楼院墙体和楼道内
的小广告归拢到公告栏内， 变
“堵” 为 “疏”， 也便于社区将
最新惠民政策及时传达给居
民， 提升便民服务水平。 便民
公告栏安装之后， 楼院乱贴乱
画现象明显减少， 环境更加整
洁， 居民反馈意见建议的积极
性大大提高， 为居民和社区搭

建沟通交流的桥梁。
根据楼道特点， 枫丹丽舍

社区在翡丽蓝爵堡 、 翡丽铂
庭、 爱公馆和公租房小区， 因
地制宜定制公告栏。 公告栏亮
点在于其卡槽设计， 卡槽镶嵌
在公告栏上中间留有 “U” 型
孔开口， 便于居民领取社区发
放的各项通知、 宣传材料及反
馈意见建议， 让居民不再错过
每一条重要信息。

枫丹丽舍社区通过在居民
楼道设置公告栏， 不仅搭建起
一个居民 “家门口” 的宣传阵
地， 还引导居民群众文明素质
的提高， 同时还有效遏制楼道
“牛皮癣 ” 的滋生 ， 真正实现
了 “小楼道 、 大和谐 ”， 也将
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落到了实
处， 辖区居民群众纷纷点赞。

北北京京再再行行动动
优优化化营营商商环环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