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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本报记者 闫长禄

警企实战演练 共筑平安地铁

同一蓝天下 关爱伴左右
———花南社区关爱外来务工居民纪实

丰台将打造首都西南部发展新地标

“赵阿姨， 我已经顺利回到
河南老家了 ， 请放心 ！ 有点想
您 ， 想花南的家 。” 8月底的一
天 ， 朝 阳 区 花 家 地 南 里 社 区
居 委 会社工赵国伟接到这样一
条短信。 看罢， 她鼻子一酸， 眼
眶湿润了。 给赵国伟发短信的人
是 “小候鸟” 张谭淼。 记者了解
到， 近年来， 花南社区通过开展
系列文化活动， 让越来越多外来
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在这里找到归
属感。

外来务工居民子女把居
委会当“家”

赵国伟告诉记者， 张谭淼的
父亲是环卫工人， 母亲在附近做
小时工 ， 一家三口在花南社区
内 租 了一间简易的房屋安身 ，
小学 6年 ， 张谭淼都在北京借
读 ， 今年 ， 他就要上初一了 ，
不得不回河南老家 ， 他也正式

加入 了 “小候鸟 ”， 即留守儿童
的行列。

张谭淼在京上小学这六年
中， 放学后他首先回的地方不是
家， 而是社区居委会， “他的父
母文化水平有限， 不能帮他辅导
作业， 我和居委会的社工便轮流
帮他辅导， 一帮就是六年。 可以
说， 我们是看着张谭淼长大的，
大家都拿他当家人一般看待 。”
赵国伟说道。

社工们的付出， 张谭淼看在
眼里， 记在心里。 今年暑假， 是
花南社区连续第六年开展社区儿
童 “文化交融” 活动， 通过整合
社区资源， 他们共举办了制作纽
扣花、 创意绘画、 软笔书法等五
次主题活动。 每次活动， 张谭淼
都会比其他小朋友来得早一些，
主动帮社工摆放桌椅 、 准备素
材。 他说， 自己的父母都是外来
务工人员， 但是社区里的大朋友
和小朋友从来没有因此将他差别

对待， 因此， 他始终保持一颗感
恩的心 。 通过参加社区暑期活
动 ， 他还结识了许多北京的朋
友， 大家互相帮助， 彼此分享，
更让他感到快乐和温暖。

“小候鸟”在社区活动中
获得自信

张谭淼坐火车回老家的那
天， 花家地南里社区党委书记吴
长清也流下了眼泪。 自2000年到
花南社区工作， 20年来吴长清在
社区待的时间比在家还长， 可以
说， 对社区的一草一木、 一人一
物， 她都倾注了很深的感情。

吴长清说， 花南社区是一座
老旧小区， 近年来， 住户中外来
务工人员的比例不断升高， 在寒
暑假期间， 还有不少留守儿童会
过来和父母团聚 。 如何让这些
“小候鸟” 在北京过个快乐假期？
她为此没少动脑筋。

“六七年前， 我们便尝试在
寒暑假期间开展文化活动了， 特
别是近两年， 在街道办事处的大
力支持下， 我们逐步搭建起了社
区儿童 ‘文化交融’ 平台， 活动
不断专业化、 精细化， 同时实现
了常态化。” 吴长清介绍道。

“有时候是绘画， 有时候是
手工 ， 通过活动 ， 本地孩子和
‘小候鸟’ 们很快打成一片， 在
这里， 孩子们没有本地和外地之
分， 也没有学习成绩好坏之分，
就是尽情享受创作的乐趣， 整堂
课都在欢声笑语中进行。” 吴长
清告诉记者， 初来参加活动时，
很多 “小候鸟” 还是怯生生的 ，
而一个夏天过去后， 他们的脸上
明显多了分自信和快乐。

帮外来务工居民融入花
南大家庭

“身为花南人真的好幸福

啊！” 在花南社区微信群里， 常
有 居 民 如 此 感 慨 。 吴 长 清 告
诉 记 者 ， 随着近年来社区文化
活动不断精细化， 他们为各类人
群量身定制了丰富的文化活动，
不论老人或孩童， 本地居民或外
来务工居民， 都能感受到社区的
关爱。

“我们不仅要服务好本地居
民， 还要考虑到扎根北京的外来
务工居民， 我们连续多年举办了
包括小年夜包饺子活动在内的一
系列关爱活动， 帮助外来务工居
民真正融入了花南这个大家庭
中。” 吴长清说道。

“外来务工居民为城市发展
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希望让他
们在这里找到归属感。” 吴长清
由衷地说道， 社区居委会就是要
在党建的领导下， 不断拓宽社区
关爱的包容度， 增强社区的凝聚
力、 向心力和感召力， 携手居民
共建和谐美好家园。

近年来， 丰台区以重点功能
区建设为抓手， 坚持创新驱动，
而以新兴金融产业为发展重点的
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建设全面提
速， 将打造 “第二金融街”。

紧凑有序、 四通八达的交通
路网， 舒适的地下慢行空间体验
与金融街之间的15分钟轨道直连
专线， “小街区、 密路网” 的活
力街区……这就是丽泽金融商务
区———国内首个 “园林式金融商
务区” 未来的样貌。

记者从丰台区举办的 “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 ” 主题座谈会
上获悉， 目前丰台区完成了丽泽
金融商务区规划方案的优化提
升， 随着规划提升成果落地， 将
为丽泽金融商务区的发展绘制美
好蓝图。

去年， 丰台区结合北京市新
总规， 配合规划部门， 全面启动
了丽泽规划方案优化升级工作。
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 丽泽金融
商务区的优化提升工作对标伦敦
金丝雀码头等新兴国际金融功能
区 ， 将打造 “一心 、 三带 、 多
点” 的整体规划结构， 建设丽泽
城市航站楼、 金中都遗址公园等
重点设施， 完善居住、 教育、 医

疗、 商务、 休闲、 文化等功能配
套， 构造功能复合的24小时生活
圈， 建设适应新时代全球金融产
业和中国发展趋势的商务区。

据了解， 未来的丽泽金融商
务区将呈现出四个突出特点：人
本城区，注重工作生活品质提高。
紧凑城区，立体城市互联互通、综
合开发。绿色城区，引领更可持续
的未来。活力城区，促进多元人文
活动交融。 通过打造七天24小时
活力城市， 汇聚多种城市功能，
提供多元化的人文体验等特色。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前，
丽泽金融商务区的发展全面提
速， 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 “快车
道”： 丽泽SOHO成为全国第一
批完成5G网络布置的商务楼宇；
万泉110千伏变电站正式投入运
行 ， 将为丽泽南区青海金融大
厦、 丽泽SOHO等计划今年投入
使用的多个商务楼宇提供正式电
源； 成立北京丽泽金融街教育发
展有限公司、 以 “政府支持， 企
业运作， 教育家办学” 的模式，
为商务区金融从业人员家庭提供
优质教育服务； 新增地铁线路，
实现五线换乘等。

记者了解到，截至2019年7月

底 ，丽泽入驻企业489家 ,其中金
融类企业355家，占企业总数量的
72.6%；新兴金融339家，占金融企
业的95.5%，吸引了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
币研究所等知名金融机构和首璟
丰泰基金等规模金融企业落户入
住， 新兴金融产业集聚效应加速
显现。到今年年底，丽泽金融商务
区南区有72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竣
工，丽泽SOHO、中华联合保险等
12个项目将投入使用， 丽泽金融
商务区与金融街直连轨道交通也
正在加紧规划建设。

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 随
着规划优化提升成果落地， 丽泽
金融商务区将按照以新兴金融为
主， 独角兽企业、 高精尖企业以
及专业服务机构为辅的 “1+3”
产业体系结构， 加快形成新兴金
融产业集群， 成为首都金融产业
的又一张靓丽名片， 打造首都西
南部发展的新地标， 努力建设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发展新区。

近日 ， 北京住总集团组织
2019年度集团优秀党支部书记和
优秀党务工作者， 前往井冈山开
展了革命传统教育。

住总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荣
金锴表示， 该培训班是住总集团
“选树典型、 先进教育、 基层党
建” 的荣誉班次， 也是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的主题班次。 参
加培训的学员是集团评出的优秀
党支部书记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据介绍， 此次培训以体验式
教学为重点，把现场教学、专题教
学与访谈教学结合起来， 充分利

用井冈山“历史红”的资源优势，
以史感人、以史励志，让学员的心
灵在革命先辈们浴血战斗过的地
方受到触动、洗礼和鞭策，从而激
发学员更加珍惜美好生活， 更加
热爱自己的工作。

“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 不
用以身殉国， 但绝不能忘了我是
谁、 为了谁， 我将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奉献出自己的
青春。” “井冈山精神将我们的
梦想涂上了红色， 指引我们奔向
新的征程，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在结业仪式上， 4个小组的学员

代表刘昕曌、 杨杰、 陈辰、 于迎
房分别畅谈学习体会。 其他学员
也在交流群里留言， “一次井冈
山行， 一生井冈山情。 井冈山情
里有革命情、 家国情， 也有同志
情 、 战友情 。” “党龄近十年 ，
初上井冈山。 革命道路难， 一路
泪衣衫。 返程路在前， 久久不能
眠。 继承先烈念， 牢记在心间。”

住总党务工作者踏上红色之旅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李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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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
总队西直门站派出所联合地铁
运营企业、 京诚京安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 恒安卫士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 地铁保安公司等企
事业单位， 在昌平区回龙观车
辆段举行警企联防汇报演练 ，
共计120余名相关人员参加了
活动。

此次演练共分为处置突发
事件、 人身安检、 岗位职责等
7个科目演练 。 演练中模拟实

际工作场景， 参战人员各司其
职、 有效处置， 演练过程井然
有序。

通过演练， 公交警方与地
铁各企事业检验了警企人员的
综合素质和实战履职能力， 强
化了地铁警务工作模式， 建立
了联合应急处突机制， 确保在
遇有重大紧急情况时能够快速
反应 、 密切配合 、 高效处置 ，
努力打造安全可靠的轨道交通
安全防护体系。

立秋后， 田里的玉米长势
正旺， 绿油油的玉米秆随风晃
动， 发出沙沙的悦耳声响。 再
过两个月， 田里的玉米秆将被
统一收集运送至有机肥制造企
业， 经过发酵、 质检、 包装等
程序 ， 成为营养丰富的有机
肥， 再配送至农户手里施放到
农田里， 完成从农业废弃物到
有机肥的精彩 “变身”。

据了解， 为全面推进农业
废弃物循环利用， 延庆区自去
年10月启动2018—2019年度农
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工作， 不仅
是4万吨秸秆 ， 还有15万吨畜
禽粪便和 1万吨园林废弃物 ，
经过处理后 ， 转化为5万吨有
机肥 ， 实现变废为宝 。 5万吨
有机肥代替5500吨化肥， 有效
减少了农业中化肥的使用量。

“此次农业废弃物循环利
用工作以 ‘就地消纳、 能量循
环、 综合利用’ 为主线， 将农
业废弃物作为原料 ， 混合配
比， 制作有机肥， 再通过政府
补贴、 农户购买的形式， 发放
给从事蔬菜、 果品种植并通过
‘三品认证’ 的农户、 合作社、
企业和低收入农户， 鼓励增施
有机肥代替化肥 。” 延庆区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宋刚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 有机肥的
投入 ， 有效减少了化肥的使
用， 推动了绿色农业、 有机农

业、 生态农业的发展， 为延庆
探索出一条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的新路径。

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首先
为解决田间秸秆堆放和禁 “三
烧” 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每年
秋天， 处理田间秸秆就成了旧
县镇西龙湾村村民张书安的头
疼事 。 “我家800亩地 ， 秋收
完棒子秸堆在地头， 以前就地
焚烧 ， 但露天焚烧污染环境 ，
早就被禁止了， 只能运到外地
的养殖场 。” 张书安说 。 这一
难题在去年11月被解决了。 作
为制作有机肥的原料， 这些秸
秆被镇里的农机合作社免费运
走。 秸秆的集中收集主要由延
庆区农机中心统筹， 委托乡镇
组织农机合作社实施辖区内的
收集处理工作。

据了解 ， 5万吨有机肥主
要被施放到果树 、 大棚蔬菜 、
花卉种植地块等田地里。 截至
目前， 已经发放了95%， 剩余
5%将在今年9月补肥阶段再次
发放。

今年10月， 新一轮农业废
弃物循环利用工作将再度开
启， 届时， 田间地头又将是一
派忙碌景象 ， 将有更多的秸
秆、 树枝和畜禽粪便投入到环
保循环利用的生态旅程， 为延
庆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小秸秆的
大能量。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刘嘉豪 屿杉
农业废弃物“变身”有机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