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崔欣/文 彭程/摄

通州最大共有产权房
通成家园项目完成选房

看速滑运动员在 “冰丝带”
上逐梦竞速， 赏水立方变 “冰立
方 ” 呈现冰壶盛宴 。 7月28日 ，
记者在探访北京冬奥工程建设进
展时看到， 国家速滑馆外部 “丝
带” 造型已呈现， 内部正在有序
施工 ； 国家游泳中心 “水冰转
换” 技术也正不断改善成熟。

北京冬奥赛区所有场馆
可“冬夏转换”

国家速滑馆主馆建筑面积约
8万平方米， 地下2层， 地上3层，
设东、 西两个地下停车库， 赛时
观众座席约12000个 。 走进国家
速滑馆内部，“焊花齐放”“层层开
工”的场景蔚然壮观。巨大的马鞍
形屋顶赋予了场馆流线之美，届
时22根“冰丝带”环绕的曲面幕墙
系统将相互交织， 展现速滑的激
情。 据国家速滑馆体育工艺制冰
工程专项设计负责人马进介绍，
国家速滑馆是全世界最大的采用
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蒸发制冷的
冰面， 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二氧化
碳跨临界直接蒸发制冷的冬奥速
滑场馆。 “这项技术是目前在确

保场馆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最环
保、 最高效、 最先进的制冰制冷
技术， 不仅能够为冬奥比赛提供
温度高度均衡的冰面， 而且比传
统技术能效提升20%以上， 通过
场馆的智能能源管理系统， 还能
够把制冷产生的废热用于除湿、
冰面维护、场馆生活热水等。全冰
面模式下每年仅制冷部分就能节
省200多万度电，整个系统的碳排
放趋近于零。” 马进说。

不仅如此， 国家速滑馆拥有

亚洲最大的全冰面设计， 冰面面
积达1.2万平方米 。 目的就是充
分考虑赛后利用， 为适应多种需
求的群众性健身提供硬件支撑。
北京国家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宋家峰向记者介
绍， 国家速滑馆冰面采用分模块
控制单元， 可以将冰面划分为若
干区域， 根据不同项目分区域、
分标准进行制冰。 平时可接待超
过2000名市民同时开展冰球、 速
度滑冰、 花样滑冰、 冰壶等冰上

运动。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丁

建明表示， 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
在落实可持续发展上最大的特
点， 就是在规划、 建设之初就充
分考虑冬奥会赛后的利用和可持
续发展问题。 目前，北京赛区4个
新建场馆、7个改造场馆都有一整
套赛后可持续利用方案， 配备赛
后运营团队。另外，北京赛区所有
比赛场馆都具备冬季、 夏季项目
场地转换功能， 实现了比赛和群
众性体育双轮驱动的运行模式。

“水立方”完成“水冰转
换” 展现多功能“双奥”场馆

走进国家游泳中心， 泳池似
乎与平时并无不同之处， 然而通
过创新提出的 “水冰转换 ” 技
术， “水立方” 届时将化身 “冰
立方”， 泳池 “秒变” 冰场， 成
为北京冬奥会的冰壶场地。

据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杨奇
勇介绍 ， 为实现 “水冰转换 ”，
国家游泳中心围绕场地结构、 温
度、 湿度、 照明、 声学等方面开
展了近一年的科研攻关， 打造出

了符合冬奥会冰壶赛事举办标准
的转换基础、 制冰系统、 除湿系
统、 空调系统、 体育照明系统和
控制系统。 改造后， 场馆将新增
能源管控中心， 能源监测可与建
筑设备系统实时对接， 系统建成
后能够实现可视化、 智慧化的建
筑能耗监测管理 ， 对空调 、 采
暖、 电梯、 照明等建筑能耗及水
资源消耗实施分享、 分区计量与
控制， 可实现运行耗能和碳排放
智能化管理。 此外， 杨奇勇还介
绍了场馆节能降耗的亮点： “水
立方顶棚是两层隔空的泡泡， 原
本不能打开， 本次新建了12个通
风口 ， 经测试功率在 400kw左
右， 相当于安装了400个免费的
家用空调。 只要有太阳， 它的运
转就不是问题， 按照计算， 这样
全年可以节约电费近百万元。”

改造后， 国家游泳中心将成
为世界上首座在泳池内搭建冰壶
赛道的冬奥场馆， 也将是一座保
留夏冬两届奥运遗产的场馆， 并
可实现冰水之间的转换， 春夏秋
三个季节均能开展水上运动， 冬
天开展冰上运动 ， 可以节约土
地、 能源等资源。

“冰丝带”“冰立方”将书写北京冬奥“冰雪奇缘”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彭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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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体育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
173个项目参赛 10个项目斩获奖项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陈艺/摄

冬夏自如转换 赛后可持续利用

“我们平台目标是引进资金
和冬奥相关的成熟技术。 ”昨天，
“科技体育·汇智延庆”2020体育
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中关村
延庆园第二届双创节在中关村延
庆园企业之家举行。 晋级企业各
自通过 “线上+线下 ”的形式 ，展
现了科研成果与创新发展优势。

据了解， 该创新创业大赛由
延庆区政府联合启迪控股共同举
办。 自3月20日开始线上招募以
来，征集到173个科技型、创新型、
创意型项目，覆盖体育装备、科学
训练、 运动监测与康复、 赛事裁
判、赛事运营、赛事直播、场馆建
设、体育服务等多领域。经过在全
国四大初赛区选拔，20家企业从
173个报名海选项目中脱颖而出
晋级决赛， 最终10个创业项目斩
获大赛奖项。 这些项目将为延庆
集聚更多高端的体育产业要素，
进一步壮大延庆冰雪体育产业。

决赛中， 晋级企业通过 “线

上+线下”的形式进行展示。 每个
企业进行路演后，都有9位来自创
投、知识产权等领域的评委导师，
从技术、产品、市场、团队等多个
方面综合考量，评出获胜项目。获
奖企业将分别获得创业启动资金
支持以及相关落地免租政策。

延庆创新创业大赛已经举办
两届， 吸引了国内顶尖技术和人
才关注延庆。 在为相关企业提供
展示舞台及发展机遇的同时， 延
庆也在不断汇聚产业发展动能，
完善创新创业氛围， 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

近日， 北京市平谷区面向湖
北郧西、河北望都、内蒙古商都、
新疆洛浦四地， 为期两个月的对
口地区脱贫攻坚网上专题培训班
结业，900多名四地基层攻坚一线
的干部完成自学。

“脱贫攻坚网上专题培训班，
对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抓脱贫攻
坚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简练、方
便、快捷的操作系统，以及内容丰
富的典型案例让培训贴近基层实
际， 对基层工作有很好的指导性
和可操作性。 ”河北望都县委组织

部穆天琪说。
据了解， 本次培训班围绕乡

村振兴、田园综合体建设、乡村旅
游升级、 健全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等方面开展专题讲授， 梳理上线
《以乡村振兴顶层设计为指导靠
内生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互联
网商业时代的农村机会》《坚持党
的领导和发扬民主相统一健全完
善乡村治理机制》 等9门案例课
程，引导党员干部学习借鉴，进一
步拓宽工作视野。

“这次培训从理论知识到实

践指导都有涵盖， 及时给我们的
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新思路新方
法。” 湖北郧西县景阳乡尚坪村
党支部书记余仕宏说。

此次培训班由平谷区委组织
部牵头， 采取在线测试方式， 对
党员干部参加学习培训进行综合
考评。 同时， 建立了平谷区委组
织部与对口地区组织部门信息沟
通机制， 选派专人对学员学习培
训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 定期反
馈， 确保当地组织部门及时掌握
每一名干部学习进展情况。

“妈，我们买上了。小三居，11
层。 ”7月28日，由北京住总开发地
产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通州区最
大共有产权房项目———通成家园
进入选房的最后阶段。排名为152
号家庭完成认购后， 第一时间打
电话向亲人报喜。

“通成家园项目是通州与亦
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有产权房跨
区合作新政下的首个网申项目，
也是通州现有共产房项目离地铁
最近的项目。” 北京住总开发公
司东部片区总经理赵彦清告诉
记者 ， 这一项目总建筑面积26
万余平方米 ， 容积率2.5， 绿地
率高达30%以上， 18栋住宅楼采
用大气沉稳的新中式风格 ， 主
力 户 型 建 筑 面 积 约 83至118平
方米， 为二至三居。 “该项目采
用了装配式建筑 、 绿色节能设
计、 分户式中水处理系统等， 就
连全装修材料也都采用了国内优
质高端品牌。”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 许多
前来选房的家庭都看上了通成家
园项目的三居室。 正在备选区里
与爱人盘算的许先生就表示， 自

己从上大学起就生活在北京。 这
次打算选一套小三居， “想要给
孩子一个宽敞点儿的空间。”

对于此次选房情况， 公司项
目销售经理王菁蕾表示， 作为目
前通州区已入市的最大共有产权
房项目 ， 通成家园共配售房源
1850套， 销售均价25600元/平方
米， 单套住房的购房人产权份额
比例为70%。 第一次网申最终通
过购房资格审核家庭2951户， 其
中， 京籍家庭占比近90%。

“此次通过购房资格审核的
北京市户籍家庭有2646户， 非北
京户籍家庭305户。 受疫情影响，
公司将此次选房分为4天进行 ，
每天安排500至700户家庭前来选
房。 根据选房顺序安排， 7月28
日下午为在通州区及亦庄经济开
发区有稳定工作的非京籍无房家
庭集中选房。 我们工作人员对选
房家庭进行身份信息确认后， 会
协助其进行选房、 认购、 贷款咨
询等业务。 经过4天的选房， 通
成家园项目目前以全线飘红的业
绩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王菁蕾
介绍说。

平谷区网上办班助力对口支援地区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马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