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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截止时间2020年2月底 征集范围和内容分三个层面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记者

昨天从顺义区获悉， 市规划自然
资源委和顺义区政府发布全球征
集令， 拟对新国展二三期项目设
计方案进行国际化征集， 旨在汲
取各方智慧， 提高新国展二三期
规划建设质量。

据了解， 北京新国展用地位
于北京市东北部， 顺义新城西南
部第22、23街区，是首都机场临空
经济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
国展一期展馆已于2008年建成并
投入使用，目前已成功举办290余
场国际性品牌展览及高端论坛配
套交流活动，接待来自190个国家
和地区的参展商及观众2300多万
人次。 新国展二三期将以现代服
务业、 科技创新、 文化创意为特

色，以专业展、新兴展、国际展为
主， 着力将新国展建设成为北京
现代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展示窗
口、 首都先进文化创意的交往平
台、 全球科技创新交流促进的重
要载体。

记者了解到， 为把会展主体
建筑规划建设成为富有东方元
素、符合世界审美、具有北京特色
的地标性建筑， 具有时代特征的
北京形象名片和带动区域发展的
重要平台， 此次举办新国展二三
期项目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活动，
面向全球公开邀请具有会展相关
经验的优秀规划设计机构参与项
目规划设计，为项目提供多样性、
高水平、可比选的规划设计方案。
征集活动要经过资格预审， 筛选

出6至8家设计主体， 设计方案截
止时间为2020年2月底，之后进入
评审环节，确定3套优胜方案。

本次征集范围和内容分为三
个层面：一是研究范围，新国展项
目周边区域约31.82平方公里用
地范围，重点在功能布局、公共空
间构建、景观塑造、交通体系等方
面提出优化意见和意向方案。二
是城市设计范围， 新国展一二三
期及三期东部地块共计约2.57平
方公里用地范围， 重点对范围内
的功能布局、 空间形态、 道路交
通、 开放空间等系统性问题进行
设计。 三是建筑概念方案设计范
围， 新国展二期用地约79公顷范
围， 重点对新国展二期会展主体
建筑进行方案概念设计。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通讯员
史莉） “以前这片地都是违章建
筑，现在建成公园还挺漂亮，家门
口多了一处赏花赏景、 休闲健身
的空间，真是太好了！”家住东新
华社区的居民赵阿姨由衷赞道。

近日， 丰台区南苑街道新增
一处街边公园———玉兰香雪公
园， 位于警备西路大南铁路道口
西侧，面积近万平方米，现已正式
免费开园。走进公园，一眼望去，
用石子铺设的小路蜿蜒穿行，造
型各异的花型图案镶嵌其中，便

民椅、景观小品点缀其间，南侧灰
白相间的砖墙让园子多了一份清
新大气， 北侧绿萌草地与便道无
缝相接。

据悉，“玉兰香雪” 街边公园
前身是驻扎多年的违建， 环境脏
乱，消防、治安、卫生等方面都存
在隐患， 并且违建处在铁路红线
以内，对货运安全也构成威胁。南
苑街道坚持党建引领， 发挥吹哨
报到工作机制， 通过久久为功强
力整治， 去年9月完成全部清拆。
街道充分利用腾退土地 “留白增

绿”推进辖区环境建设，主动与丰
台区园林局对接，建设实施“玉兰
香雪”公园绿化工程，助力南苑森
林湿地公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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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去年
9月起， 北京市住建委执法部门
加强源头治理， 持续开展网络房
源信息 “周周查” 行动。 记者10
月8日了解到， 一年来， 通过公
开曝光、 责令改正、 行政处罚、
暂停发布房源信息等措施依法查
处380家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房

地产经纪机构。
据了解， 一年来， 市住建委

执法部门先后约谈相关互联网平
台20余次， 下架违法违规房源信
息102万余条， 会同市网信办对
违规房源屡禁不止且多次约谈整
改无效的3家网站实施断网整改。
市住建委执法部门指导督促相关

互联网平台采取人脸识别等技术
手段弥补冒用盗用他人证照发布
房源信息的漏洞， 注销相关人员
的信息发布端口； 移转河北省查
处京外机构假冒本市房源发布环
京开发项目的机构4家； 上报网
信部门屏蔽利用境外服务器假冒
市住建委官网的山寨网站1家。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为庆
祝首线开通10周年， 京港地铁发
行4款首线开通10周年系列文创
产品。 记者了解到， 本次发行的
4款文创产品将会以纪念票和多
元化的4号线车模形式展现。

其中， 纪念票每套售价200
元， 内含6张单程票卡 （不可充
值）、 1张收藏证书和1枚精美票
折。 6张票卡将以 “京港地铁 首
线 开 通 ” “地 铁 开 园 博 来 ”
“新车亮相 全面升级” “运营延
时 深夜关怀 ” “燃青春 创未

来” “为你 一路前行” 6个主题
展现。 同时， 乘客可在票卡有效
期内， 持卡乘坐北京市轨道交通
路网内的运营线路 （不含首都机
场线 、 西郊线 、 大兴机场线 ），
使用纪念票时请遵照 《北京市城
市轨道交通车票使用规则》。

此外， 京港地铁以4号线为
原型， 选取不同形式制作出水晶
车模、 Q版车模和折纸车模3款
车模， 多维度展现4号线。 即日
起， 可通过登陆淘宝搜索 “京港
地铁官方店铺” 咨询与购买。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2019
年度东城区崇文门外街道党组织
服务群众项目签约仪式” 近日举
行。10个社区的14个项目，1个街
道级项目，1个第三方评估项目全
部签约，总资金246.1万元。

据介绍，今年7月崇外街道社
区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启动以
来， 党群办组建了55家社会力量
资源库， 经过双选会开放性的讨
论， 社区和社会组织互选和项目

对接， 有10个社区的17个项目需
求与25家社会组织建立初步合作
意向， 立项评审会经过专家评委
的综合评审，最终9个社区的13个
项目通过立项。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社会
组织将与社区党组织通力合作，
以最强的阵容成为社区党组织的
好搭档， 以创新的理念成为社区
党员的先锋队， 以专业的服务成
为社区居民的贴心人。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记者昨
天从北京发明创新大赛组委会获
悉，经过13年的发展历程，大赛聚
集了优秀发明成果近万项。近期，
大赛平台引来重磅投资机构，全
球高科技投资产业联盟牵手北京
发明协会， 共同为大赛获奖项目
提供后续投资服务， 对于大赛的
优秀项目将优先投资， 为获奖项
目接驳国家创新建设和产业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北京发明创新大赛作为公益
性科技活动， 在北京市科委和市
总工会支持下、 中国发明协会指
导下稳步发展， 十多年来聚集了
大批优秀发明成果和人才资源。
大赛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 被誉
为全民创新的广阔舞台， 民间发
明的星光大道。 第14届北京发明
创新大赛正在报名中。报名网址：
www.bj -fm.com, 咨 询 电 话 ：
68337026、68460840。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卢丹丹 孙佳琪 ） 国庆假期 ，
延庆区迎来了旅游接待高峰， 全
区共接待游人173.5万人次 （含
世园会）， 实现旅游收入15483.2
万元 （不含世园会）， 同比分别
增长22.4%、 53.1%。

八达岭长城景区花团锦簇迎
八方宾客， 百里山水画廊、 玉渡
山、 野鸭湖等景区， 秋色烂漫，

让游人流连忘返， 大庄科乡开放
式红色体验基地也吸引了不少前
来追寻红色记忆的人……国庆假
期， 延庆主要景区接待游人61.6
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3222.5万
元。其中，延庆高端民宿继续呈现
了独特魅力 ， 共接待住宿游客
7454人 次 ， 旅 游 收 入 400.1万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96 . 74 %和
182 . 96%，平均住宿率75.8%。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批复回龙观镇公交
首末站建设项目。 项目总建设用
地面积为8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
2247平方米。项目预计年内开工，
2020年10月完工。

回龙观镇公交首末站选址位
于昌平区回龙观镇回龙观村，位
于龙域北街与龙域东二路交叉路
口的西南角。 作为一个公交首末

站，未来，这里将设公交车停车位
81个。 根据场地周边市政道路交
通运输规划， 回龙观镇公交首末
站将采用东进北出的形式， 在北
侧和东侧各设一个出入口， 进出
口分别设有落客和上客区。 项目
完工后，将开通两条公交线路，分
别为963路（融泽家园首站至龙泉
驾校末站）、专34路（融泽家园首
站至地铁西二旗站）。

丰台南苑街道昔日违建变身街边公园

本市查处380家违法违规房地产机构

新国展二三期项目设计方案全球征集

崇外街道党组织服务群众项目签约

发明创新赛成资金对接发明成果平台

国庆假期延庆共迎173.5万人次游客

回龙观镇公交首末站建设项目获批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刘辰) 9日， 西城区区委社工委、
区民政局向社会发布养老服务为
民十大项目，记者了解到，明年西
城区机构养老床位将达到 5000
张， 家庭养老床位达到500张，全
区养老餐桌建设将达到300家。当
天上午， 西城区重阳敬老月活动
在万寿公园举行， 西城区多项养
老服务成果在这里展示。

万寿公园敬老孝亲示范基地
是北京市第一座以老年活动为中
心的主题公园。目前，示范基地内
一套完整的西城区养老、 为老服

务大数据平台的对接工作正在进
行中，依托养老大数据，西城区实
现了养老服务“实时化、可视化、
数据化和报告化”的“四化”建设。

当日， 西城区还正式发布养
老服务为民十大项目， 项目涉及
为低保低收入困难老年人提供
“理发、洗浴、代换煤气”等三项为
老服务；为100名老年人提供安宁
疗护服务；为500名老年人配备智
能化养老产品；为500名老年人提
供康复护理服务； 为1000名高龄
独居老年人提供上门巡视服务；
为1000名失能老年人进行家庭适

老化改造； 为1400名无保障老年
人进行免费体检； 全区养老餐桌
建设达到300家； 全区家庭养老
床位建设达到500张； 全区养老
机构床位建设达到5000张。

据了解， 西城区正加大力度
开展家庭养老床位建设， 家庭养
老床位是指由养老服务机构依托
现代信息技术和照护管理服务模
式， 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生
活照料、 安全协助、 健康管理等
专业服务， 使老年人在家中获得
相当于一般养老机构服务标准的
整合性养老服务。

西城家庭养老床位明年将达500张

近日，通州区台湖镇台湖、次
渠卫生院部分医生奔赴内蒙古9
家医院，开展医疗帮扶对接行动，
并分别在帮扶单位进行义诊、走
访慰问贫困户和座谈交流。 义诊
中， 医生为当地的患病村民进行
了诊疗，并开展用药指导。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楚嘉鑫 摄影报道

台湖镇医生
赴内蒙古义诊

京港地铁发行4款10周年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