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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共建”还亮马河岸绿水清

怀柔双创大赛
聚焦前沿关注民生

青年员工学习人防知识

成片的绿地， 蜿蜒的步道，
亲水的平台……自从今年8月亮
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完工后， 曾经
脏乱差的亮马河水岸已经成了
“网红” 打卡点。 总面积80万平
方米的景观廊道， 为沿线的居民
和企业带来了水绿相融的美景，
也为商圈增添了人气和活力。

“过去这的岸边漆黑一片，
河岸都是土坡与杂草， 夏天蚊子
多着呢。” 家住枣营北里的退休
居民陈明泉现在每天都和老伴沿
着岸边遛弯， 但就在前两年， 他
们宁愿绕远去朝阳公园， 也不愿
意去小区旁边的亮马河。 北京燕
莎凯宾斯基饭店中方总经理李波
也表示， 因为紧邻亮马河， 担心
客人看到脏乱差的环境， 饭店还
专门加装了铁栅栏和绿篱用来遮
挡。

从去年开始， 亮马河国际风
情水岸工程开工建设 ， 起点为
香河园路 ， 经三里屯、 左家庄、

麦子店街道及朝阳公园 ， 终点
至东四环北路。 水岸全长5.57公
里， 建设面积80万平方米， 其中
水面面积16万平方米， 绿化面积
64万平方米， 并根据两岸不同业
态添加了不同的景观元素和景观
节点。

“亮马河紧邻使馆区， 周边
业态高端而且丰富。 我们在建设
之初便认识到， 河道环境与沿线
社会单位密切相关， 因此这次景
观再造和提升中， 我们尝试引入
社会力量参与。” 朝阳区水务局
副局长彭庆彬表示， 针对亮马河
特殊的区位特点和沿线业态分
布， 朝阳区政府将以往 “政府一
家治河， 单打独斗” 的旧格局转
变为 “政府主导， 社会共建” 的
新模式。

朝阳区试点 “政企共建 ”，
将 “共商、 共治、 共建、 共管、
共享、 共赢” 新模式融入亮马河
治理， 邀请企业共同商讨方案，

引入社会力量和周边企业参与共
建， 打破了以往相对简单的治河
模式。 “六共” 理念很快得到了
沿河22家企业的支持， 主动配合
政府腾退岸线空间。 在保证停车
需求的前提下， 蓝色港湾清退了
河边的一处大型停车场， 改建成
绿地、 亲水平台和儿童乐园。 如

今， 游客能从蓝色港湾一路步行
到河边 。 光明酒店门前的垃圾
站， 改建成了干净整洁的地埋式
垃圾桶站， 还开辟出一处笼式足
球场， 市民可免费使用。

美景借着互联网带来了充足
“流量”， 为酒店、 商业街区吸引
了大量消费者。 亮马河沿线的商

圈如三里屯 、 燕莎 、 蓝色港湾
等 ， 都不同程度上提升了人气
儿。 区域经济活力增强， 营商环
境进一步优化， 沿线企业也从中
获益。 “现在， 河边几乎成了我
们的后花园。” 李波介绍， 亮马
河完成改造后， 凯宾斯基饭店扩
大了室外就餐区域， 好多客人冲
着河景与夜景来消费， 客流量提
高了20%左右。 蓝色港湾也因河
获益 ， 副总经理王小林告诉记
者， 今年10月份， 商场的销售额
足足提升了20%。

为了保持好这个大家共同营
造的好环境， 朝阳区水务局坚持
发挥河长制作用， 动员沿线企业
和群众共治共管。 未来， 朝阳区
水务局还将继续提升水岸品质，
加快河上桥梁改建 ， 不久的将
来， 亮马河三环至四环河段可通
行游船， 市民能够轻舟夜赏亮马
河， 体味历史文化和时尚国际交
融的水景。

10月24日，北京·昌平第十七
届苹果文化节拉开帷幕。 为了方
便市民观光采摘， 昌平区推出四
条特色精品线路。

在这四条采摘线路中， 市民
可以游银山塔林、 大杨山国家森
林公园、 蟒山国家森林公园、 十
三陵水库、 明十三陵景区、 居庸
关长城、 碓臼峪、 白羊沟等自然
风景区， 还可以品尝到延寿驴肉
宴 、 康陵春饼宴 、 麻峪房嘎嘎
宴、 仙人洞村素食养生宴、 阳坊
涮肉等美食。

据介绍， 本届苹果文化节将
以进商圈、 进社区、 进果园带动
线下销售。 同时， 线上也将进行
多平台直播带货， 为果农增收的
同时， 也方便市民品尝到昌平
苹果。

此外， 昌平区还推出 “坐着
火车游昌平” 线路， 市民可乘坐

S5市郊铁路怀密线游昌平、 品苹
果、 享生态美景。 苹果擂台赛、
庆丰收颁奖、 云走 “昌·苹” 健

康长走、 十佳品牌评选等一系列
活动， 也将拓展旅游观光、 休闲
采摘等服务功能。

气体传感器及其芯片、 悬浮
背包、 原子磁力计脑磁图……10
月25日 ， 来自全国顶尖科研机
构、 优秀科创企业的28支团队带
着创新创业项目齐聚怀柔科学
城， 角逐2020年 “国科大杯” 创
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据了解 ， 2020年 “国科大
杯” 创新创业大赛由中国科学院
大学、 怀柔区人民政府、 北京怀
柔科学城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
旨在提高大学生、 科研工作者创
新创业意识 ， 激发创新创业动
力。 大赛于5月启动， 设置了新
一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 智能制
造与高端装备、 生物医药与医疗
康养、 新能源和节能环保共五个
分项赛， 吸引了来自中科院各院
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各企业的
近200个项目报名参加。 进入总
决赛的28个项目全部为分项赛一
等奖的明星项目。 各项目团队分

创意组、 初创组、 成长组3个组
别逐一登台路演。

记者了解到， 各参赛项目均
代表了前沿科技发展方向， 创新
成果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 。 其
中， 来自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
新研究院团队展示的5G通讯用
行波管智能制造项目 ， 实现了
5G基站用行波管由传统手动加
工迈向自动化生产的突破 ， 在
5G商用基站发射机 、 通信卫星
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 超导磁分
离水处理系统项目对生活污水、
黑臭河道水、 工业废水等污染物
进行高效物理分离， 是超导磁体
在污水处理领域的国内首次应
用， 也是国际上首个工程化应用
系统。

据悉 ， 此次大赛总奖金达
300万元人民币。 下一步， 主办
方还将积极开展项目对接， 力争
推动大赛的优秀项目落户怀柔。

10月23至24日， 第三届中国
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护理和照
护分会学术年会暨国家继教学分
“老年护理与照护能力提升班 ”
暨第二届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论坛
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举办，
此次论坛以 “融合·创新·发展”
为主题 ， 围绕医养结合下互联
网+护理实践融合和创新发展进
行了探讨。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
介绍， 我国养老服务供给呈现出
井喷式增长的发展态势， 未来5
到10年， 我国养老事业将会迎来
更快更好的发展。

活动中， 吴玉韶还解读了智
慧养老的概念， 他表示智慧养老
不是新的独立养老模式， 要与传
统的居家、 社区、 机构养老模式
有 机 融 合 ， 融 合 度 越 高 越 有
意 义 。 他表示 ， 智慧养老既要
精度更要温度， 对此， 在信息平

台和智慧产品两大领域尚存在痛
点急需突破。 “未来， 我们还将
着力于改善有平台没服务 ， 有
线 上 没 线下 ， 有系统没整合 ，
缺规模没效益； 不以人为本， 缺
体验性， 智慧产品不智慧， 不能
形成有效数据， 缺乏平台支撑的
问题。”

近年来， 养老机构出现了向
社区嵌入型发展、 向康养专业型
发展、 向信息智慧型发展和向品
质尊严型发展四个趋势。 “以老
龄化程度较高的上海为例， 将社
区嵌入式作为大城市养老首选模
式， 在街镇实施15分钟服务圈布
局 ， 目前已建设268个集日托 、
全托、 助餐、 辅具推广、 医养结
合 、 养老顾问于一体的 ‘枢纽
型’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实现各
区街镇全覆盖。 这种养老模式体
现了养老行业的发展趋势。” 吴
玉韶说道。

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部青年
员工近日来到 “人民防空志愿者” 昌平2号基地， 开展国防知识和人
民防空培训。 活动中， 员工们学习了伤员自救和救护伤员知识， 进行
了模拟战场激烈对抗， 让国防知识和人民防空知识根植于心。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刘小平 陆伟华 摄影报道

养老行业专家：

养老服务将向“智慧型”“枢纽型”发展

□本报记者 边磊

西城区将打造慢行线路

记者昨天了解到， 西城区计
划融入 “健康街道” 理念， 拟打
造99条慢行林荫路。

据了解， 西城区将串联 “历
史文保、 滨水绿廊、 商务休闲、
便民生活” 四类特色活力慢行
林荫健康街区 ， 结合街区功能
打 造 特色功能线路 ， 辐射老城
传统的胡同街巷 。 最终将实现
连 线 成 片 、 连片成网 ， 创造和
谐、 舒适、 健康、 安全的慢行林
荫出行环境， 营造绿色活力的健
康街区。

同时， 结合核心区的历史文
化资源 ， 打造6条 “悦动骑行+
活力健步” 线路， 串联各文化节
点、 商务办公、 居住生活等重要
功能区， 满足居民日常通勤、 健
身休闲等出行需求。

6条线路分别为什刹海鼓楼
历史文化骑行路、 西黄城根便民
生活线路 、 金融街商务休闲线
路、 金科新区商务休闲线路、 三
里河行政办公线路和南护城河内
环路林荫景观廊道线路。

昌平苹果文化节推四条特色采摘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