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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的城乡结合部地
区， 丰台区发展基础比较薄弱，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为
此， 近年来丰台区委区政府认真
落实中心城区定位新要求， 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 持续优化城市人
居环境。

治理环境
攻克 “城市痼疾”

据记者了解， 丰台区全面完
善大型交通枢纽、大型居住区、轨
道交通线路周边道路体系建设，
城市路网不断优化。 丰台加快轨
道交通网络建设， 截至2019年8
月， 丰台区已通车的城市轨道共

10条线路，共设置站点32个，总长
度为47.14公里，相比2012年站点
数增长53%，里程数增长62%。

此外， 丰台区还向 “城市痼
疾” 精准发力， 生态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 丰台区围绕永定河周边
环境综合治理开展了一系列工
作 ， 建成化腐朽为神奇的园博
园、 进行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全面
提升工程， 打造了 “北京西岸”
生态奇迹。 在大气治理方面， 坚
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丰台区细颗
粒物平均浓度46微克每立方米，
比2013年降低51.5%。 另外 ， 丰
台区持续开展环境提升工程， 完
成了方庄等10个区域的环境提升
工作 ， 积极推进 “街巷长制 ”，

整治背街小巷279条。 目前 ， 通
过留白增绿、 平原造林等工程的
实施， 丰台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47%， 建成嘉囿城市休闲公园等
一批群众家门口的公园， 努力实
现 “让老百姓能够步行500米就
进公园” 的目标。

多方出击
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

丰台区相关负责人说， 生态
环境的持续改善， 对城市精细化
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丰台区积
极落实市委市政府坚持 “民有所
呼、 我有所应” “闻风而动、 接
诉即办” 的要求， 建立服务群众

响应机制 。 在区级层面 ， 成立
“接诉即办” 督导组， 由区委区
政府主要领导任总督导， 21位区
级领导分别督导一个街道乡镇，
指导和帮助基层解决重点难点问
题； 组建工作专班， 聚焦物业管
理、 市场秩序、 停车管理、 施工
管理等高频问题， 集中开展专项
治理。 工作过程中， 丰台区把物
业管理、 垃圾分类作为加强城市
精细化管理的两个重要抓手。 物
业管理方面， 丰台区强化党建引
领， 积极推动在业委会、 物业企
业中建立党组织， 并纳入社区治
理体系， 集中解决物业服务、 停
车管理、 小区安保、 物业收费、
业委会组建、 新老物业更替、 老

旧小区失管等问题。 同时， 积极
推行垃圾分类， 目前渗沥液处理
厂二期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一批垃圾楼、 中转站等设施正在
进行增补和改造。 在推动群众身
边急事难事得到有效解决的过程
中 ， “掌上四合院 ” “院儿长
制” “跨区边界治理” 等一系列
基层治理的良好经验做法也不断
涌现， 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 部
门联动、 社会协同、 群众参与的
基层治理良好格局， 城市精细化
管理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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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听， 上班路上听， 那
时候耳朵边没别的， 就是 《走进
新时代》 这首曲子。” 参加了国
庆群众游行 “春潮滚滚” 方阵的
王建明回忆着这个夏天的紧张训
练 。 今 年 ， 北 京 市 政 路 桥 市
政 集 团40多名职工参加了 “春
潮滚滚” 方阵的群众游行， 这对
于一家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 对
于北京市政建设者都有着十分特
殊的意义。

从7月中旬开始对教练员第
一轮集训， 到重点训练方阵， 保
证所有人116步/分钟、 60厘米步
幅的训练。 事实上， 领队李春林
作为教员， 提前接受培训后， 他
要求全体队员不仅要听本方阵的
背景音乐， 还要听前队的背景音
乐， 找到衔接点， 方便提前做好
准备。 由于参加演练的40多名职
工分布在不同的单位和项目部，
工作和训练都不能耽误。 大家学

习动作后就各自回到单位利用一
切空闲时间练习。

演练中，“春潮滚滚” 方阵对
队员体能的要求非常凸显。 该方
阵通过天安门需要跑步前进到西
单，如果有人节奏慢了，会造成后
面队伍滞后、人车分离等。 对此，
市政集团早有准备： 为了提高参
演人员体能， 市政集团提前组织
职工开展了奥森10公里健步走，
体能合格才有资格进入下一轮选
拔。集中演练有两次赶上了暴雨，
队员们坐在体育场看台的棚子
下，还坚持练习手上动作。

“我们没有脱产训练， 没有
耽误工作， 平时提醒着各个单位
各时段训练重点 。 练习歌曲演
唱 、 动作记忆 ， 踏步 、 合练排
面， 缩小动作误差， 能节省很多
时间和精力 。” 领队李春林说 。
这位当了25年兵、 武警部队转业
的领队 ， 他曾经带过国旗护卫

队 ， 懂极限训练 ， 凭借这些经
验， 他带领整个方阵训练少走了
很多弯路。

同样， 这也离不开市政集团
的支持 。 除了提供标准的补助
包， 市政集团还提供了餐饮等后
勤保障———根据训练的实际需
要， 在征求队员意见的基础上，
给所有队员配备了防暑、 防蚊物
品 ， 冰凉贴 、 冰袖 、 50倍防晒
霜、 户外头巾、 背包、 帽子……

从7月到国庆前 ， 日常小组
练习， 集团的集体合练， 全体人
员参加大小合练24次， 共同熬过
9个通宵。

丰台区向“城市痼疾”精准发力

□本报记者 曹海英/文 彭程/摄

□□本报记者 余翠平

环境修复挑战赛促进产业科技创新

□本报记者 边磊

北京高职校区办到英国牛津

11月6日， 由中国环境保护
产业协会土壤与地下水修复专业
委员会联合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
份有限公司、 污染场地安全修复
技 术 国 家 工 程 实 验 室 推 出 的
“2019环境修复创新创业挑战赛
暨第五届环保创新创业大赛行业
分赛” 在天津市武清区金泰假日
酒店举办， 旨在促进我国环境修
复产业科技创新， 鼓励环境修复
领域人才团队创业。

据了解，该大赛已举办4届累
计700多个项目参与大赛，筛选出
近90个优秀项目， 成功落地投资
超过4亿元。活动辗转北京、上海、
南京、宜兴等多地，举办了30多场
线下活动， 共计3000多人次广泛
参与。 作为环保领域最专业的赛
事，从活动形式、项目质量和行业
影响力都获得了环保部和科技部
主管领导的高度认可。

此届挑战赛， 自8月22日正
式启动报名以来， 吸引了行业内
众多企业及团队踊跃报名， 经过

2个多月的项目征集， 并通过组
委会评委团资料筛选后共计14个
项目入围。 现场入围项目根据性
质分为企业组和团队组， 每个项
目 路 演 和 评 委 答 疑 ， 由 专 家
评委依据评审准则对项目评分，
最后依照项目得分情况决出一二
三等奖。

举办方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

过大赛形成针对环保产业的优秀
企业筛选机制， 促进高新技术企
业和高端人才团队集聚， 打造以
服务新技术研发和示范为目标的
创新平台， 为优秀项目提供落地
项目机会、 成果转化等创新创业
服务， 树立园区在鼓励环保创新
领先的品牌， 借助政府和领航企
业共同为环保创新贡献力量。

近 日 ， 潭 柘 寺 景 区 接 到
“12345”市民服务热线电话称游
客游览不便，希望景区能够提供
观光车辆。景区人员及时与区市
场监管局相关人员联系。

潭柘寺景区考虑到现有老
旧观光车已停用多年，安全性能
无法保障，特采购三台新车并希
望尽快投入使用。区市场监管局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观光车辆
进行验收检验，并对现场使用环
境进行评估。

首次检验后，观光车辆安全
性能可靠。 但参照最新规程要
求， 现场暂不具备正常使用条
件，且景区人员未持有观光车操
作证。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及
时联系考试机构，帮助景区人员
尽快参加学习考取证件，并协助
景区制定了观光车行驶线路图，
设立沿途警示标志，建立了使用
管理制度、应急预案等完善的安
全运营体系。此后，经双方努力，
及时高效地完成了验收工作。

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打造“北京西岸”生态奇迹

□本报记者 唐诗 通讯员 王学亮

潭柘寺景区观光车崭新亮相

□本报记者 任洁

11月7日， 北京经济管理职
业学院与牛津城市学院签订合
作意向书， 将在对方学校互设
校区 ， 依托双校区开展学历
教育、 师资交流培训、 学生互
访交流 ， 以及行业培训工作 ，
探索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北京
范式。

根据合作设想， 项目计划
依托双方优势特色学科专业 ，
在北京 、 牛津两地招收学生 ，
开展高职 （专科 ） 层次教育 ，
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化
体验、 了解国际规则的高素质
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对在中
国本地招收的纳入中国国家普
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中国籍
学生 ， 计划按照 “3+1+1” 或
“2+2+1” 模式贯通培养， 学生

毕业时取得北京经济管理职业
学院专科毕业证书， 牛津城市
学院专科毕业证书和与牛津城
市学院合作的英方大学的学士
学位及硕士学位。

据了解， 项目将引进英国
师资培训课程， 合作开发本土
化培训课程， 并引进国际通用
职业证书认证体系进行职业资
格证书培训； 面向非中国籍人
士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资
格及技能培训， 面向中国籍人
士提供海外职业技能培训； 组
织中英学生互访， 促进国际文
化交流与传播。 英国国家创新
创业教育中心 （中国） 将积极
推动两校合作， 利用其平台优
势， 助力学校与境外优质院校
建立伙伴关系， 开展深度合作。

大小合练24次 共同熬9个通宵 保证116步/分钟

近日，丰台区南苑街道对诚
苑社区诚苑中里小区内的二次
沉淀池实施改造，居住附近的居
民告别了23年的异味儿生活。

二次沉淀池位于诚苑中里
小区33号楼北侧，距离最近的居
民窗户仅为5米， 二次沉淀池周
边用铁栏杆进行围挡， 内有2个
方形池口，由于需要留有通风口
以保证安全使用， 高温天气下，
三五米外就能闻到臭味儿。改造
后的二次沉淀池，外部区域重新

铺设方砖，池口方形变圆形并且
全部封盖， 内部通过接入管道，
直接连接到市政排污管线，大大
增强了排污净化处理的效率和
效果。

截至目前， 南苑街道机关、
社区2448名党员走进12个社区，
已走访居民5000余户，采取共性
问题一揽子打包解决、个性问题
一门一户“量身定制”解决的方
式，解决了影响居民出行、环境
卫生等近十大类396件难题。

诚苑社区居民告别23年异味儿困扰
□本报记者 陈艺 通讯员 史莉

市政职工“春潮滚滚”方阵展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