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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开展新一轮整治严查黑车非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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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水马桶的水箱里放置
两个500毫升充满水的矿泉水瓶，
按照每人每天至少冲两次马桶来
计算， 一个三口之家一年下来就
可以节约2吨多的水。” 近日， 在
密云区举行的2020年 “最美中学
生” 表彰会上， 来自水库中学的
“最美中学生” 胡之畔正在传授
他的 “节水经”， 简单实用的节
水办法引起现场观众的浓厚兴
趣。

表 彰 会 上 ， 从 全 区 500名
“美丽中学生” 精选出来的10名
“最美中学生” 悉数亮相， 展示
了各自 “品学兼优、 全面发展”
的风采。

郑仲伟来自西田各庄中学，
作为班长， 他在疫情期间协助班
主任认真统计学生信息， 协助其
它任课教师做好线上学习的各项
准备工作， 课后详细记录学习情
况， 分享学习心得， 每一项集体
任务的幕后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密云二中的康琦主动承担了维护

小区居民防疫安全工作， 在小区
中站岗值班 ， 为社区居民量体
温， 督促大家戴口罩， 注意个人
卫生， 还在学校主动担任班级垃
圾分类管理员， 在社区自愿做垃
圾分类宣传员， 给居民普及分类
知识， 协助清洁工人整理小区里
的垃圾。

“坚持下去， 我会在足球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 交大附中密
云 分 校 的 袁 鑫 怡 在 同 学 眼 中
是 一 名耀眼的足球明星 。 作为
密云区女足核心球员， 她曾荣获
北京市校园足球赛2项冠军、 2项
亚军和3项季军。 2019年1月， 她
入选教育部首届校园足球国家
队， 并和团队出访法国参加训练
营活动。

太师庄中学的王东阳被称为
“冬日暖阳 “， 面对班里的 “特
殊学生” 主动向班主任请缨， 成
为这名 “特殊花朵” 的老师， 陪
伴他从最基础的 “请 ” “您 ”
“谢谢” 开始学。 每天晚上， 王

东阳都会提前准备出独家学习任
务， 以便 “特殊花朵” 第二天能
够进行简单的抄写和背诵。 渐渐
地， “特殊花朵” 的个人素质明
显提升。

据悉， 密云区每年与时俱进
改进评审标准， 在全区评选500
名 “美丽中学生”， 在此基础上
再评选10名 “最美中学生”。 从
2007年开始组织 “学生身边道德
榜样” 评选， 2013年改为 “美丽
中学生” 评选表彰， 到如今已坚
持了13年， 130名学生榜样感动
鼓舞着一批又一批学生。

“用同伴教育同伴， 用青春
感动青春。” 密云区教委主任杨
福军表示， 密云区连续十三年的
评选活动在广大中学生中树立了
一大批身边榜样， 广大学生从一
个又一个同伴身上汲取了向上的
力量。 “美丽中学生” 评选表彰
活动， 在拓宽评价渠道、 丰富评
价内容、 扩大辐射面积、 增强育
人效果等方面均有了新的提升。

300余平方米的展厅里 ， 丰
富的图文展示， 再加上陈旧的农
耕 器 具 、 锈 迹 斑 驳 的 油 灯 等
历 史 物件展陈集中到一起 ， 构
成了一道时光长廊， 留住乡愁 、
传承文化……谁曾想到， 这里曾
经是破败不堪的废旧厂房 ， 近
日， 记者走进平谷区峪口镇西营
村委会西侧大院， 发现原先的废
旧厂房摇身一变成了精致的乡情
村史馆。

“‘疏整促’ 工作开展以来，
我们村就开始捋家底、 建台账，
哪里有私搭乱建、 哪些散乱污企
业要关停、 闲置的厂房和土地怎
么利用都提前规划好， 拆除和腾
退后 ， 开始建设便民设施和绿

地， 打造乡情村史馆。 如今， 乡
情村史馆很受村民们欢迎， 村庄
环境有了大幅提升。” 西营村党
支委周春英说。

在西营村委会南侧曾是一片
约1000平方米的废旧坑塘， 里面
枯草杂叶堆积， 还不时有人往里
倾倒垃圾， 夏天时臭水积聚， 蚊
虫成群， 一提到此处， 村民们唯
恐避之不及。 随着 “疏整促” 专
项行动的开展， 村里将此处填平
清理干净， 栽植月季、 海棠、 樱
花 、 连翘 、 紫丁香等20余种花
草， 安装乒乓球台和健身器材 ，
打造成 “口袋” 公园， 既美化了
环境， 也为村民们提供了一个健
身休闲的场所。 “原来经过这儿

都是臭水沟的味道， 现在花草宜
人， 没事的时候来这遛遛弯， 锻
炼锻炼身体 ， 环境改善多了 。”
西营村村民贾保顺说。

村史馆的东侧原来是2000平
方米左右闲置空地， 村民们习惯
在此堆放柴火树枝， 有的还搭建
起了棚子方便自家使用。 现在拆
除清理后统一栽植了槐树和榆树
进行绿化， 提升了村里环境。

据了解， 近年来， 平谷区峪
口镇在做好拆违整治、 散乱污清
理、 环境整治等工作的同时， 着
重开展盘活利用闲置土地 、 厂
房， 建设便民设施， 改善乡村面
貌， 提升百姓幸福感， 建设和谐
宜居的美好家园。

4月7日， 记者从北京市公
安局公交总队获悉， 为净化治
安环境 ， 确保群众安全出行 ，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在日常
不间断对违法犯罪打击整治的
基础上， 组织所属的35个派出
所会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
队、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及
地铁运营企业等相关单位 ,对北
京市轨道交通全路网开展2021
年第9次集中治安整治专项行
动。

“坐车吗， 每人50元？” 近
日， 在一处地铁站附近， 一辆
车辆搭载两名乘客准备前往火
车站， 被联合执法队员当场拦
截。 经过调查， 该车的车辆和
人员均没有运营资质。 经过核
实发现司机和乘客商量到达
火 车站后每位乘客须支付 30
元。 “因为司机和车辆均没有
运营资质， 涉嫌非法运营， 按
照相关规定， 予以处罚。” 联合
执法队队员介绍 ， 随着疫情
情 况 好转 ， 市民出行需求增
加， 非法运营有所抬头， 北京
开展新一轮整治， 严查黑车非
法运营， 一旦查获非法运营黑
车， 将按照规定高限处罚， 最

高可罚5万元。
据介绍， 此次整治 ， 共查

处各类违法违规人员160余人 。
在依法处理方面， 公交警方对
其中18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违法人员， 行政拘留12人、
警告5人、 罚款1人； 对查扣的
各类违法车辆143辆， 移交市交
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处罚。

据悉 ， 2021年以来 ， 公交
警方在前期摸排的基础上， 重
点针对机场、 火车站、 长途场
站、 繁华商业街区和公园景区
等周边的63个轨道交通车站 、
扰序问题突出的点位， 制定整
治方案、 细化打击措施， 定期
会同属地公安、 交管、 市交通
运输综合执法总队、 城管等相
关执法部门， 先后开展清理整
治行动9次， 共查处各类治安案
件700余起。 在依法处理方面 ，
公交警方对其中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违法人员， 共拘留
356人、 警告148人、 罚款3人 ；
对查扣的547辆非法运营 “黑
车”， 移交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总队实行处罚 ； 对查扣的5辆
“黑摩的”， 移交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部门处罚。

4月7日， 记者从海淀区卫
健委了解到， 海淀区目前采取
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
置有机结合的方式， 稳妥有序
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今年海淀区仍将巩固拓
展疫情防控成果， 坚持 ‘外防
输入、 内防反弹’ 不放松， 坚
持 ‘三防 ’ ‘四早 ’ ‘九严
格’， 完善 ‘及时发现、 快速处
置、 精准管控、 有效救治’ 常
态化防控机制。” 海淀区卫健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接下来， 海淀区将进一步
加强组织领导和指挥协调， 提
升疫苗接种和医疗保障能力 ；
加强区域医疗资源统筹， 规范
疫苗接种质量和疫情防控督
查 ； 加大疫苗接种科普宣传力
度， 加强规范化服务； 加强储
运、 接种过程及接种场所管理，
做好风险防范。 按照 “应接尽
接、 应快尽快” 的原则， 在做
好重点人群接种的基础上稳步
有序做好其他各类人群接种工
作。

4月7日， 记者来到朝阳门外
大街99号， 一座仿若待翻阅的书
本造型白色建筑映入眼帘， 这便
是新晋 “网红打卡地” ———美克
洞学馆。 多年前， 这里曾是有名
的 “攒机大本营 ” 百脑汇电脑
城 ， 经过400多天的改造升级 ，
曾 经 的 老 旧 商 业 空 间 华 丽 转
型 ， 成为朝阳区一处集商业 、
文化、 科技和社交跨界融合的新
零售艺术空间， 促动城市新消费
升级。

龟兹洞天、 雅丹墙及西域峡
谷、 书本雕塑……改造升级后的
美克洞学馆总建筑面积约3.5万
平方米，其中艺术共享区高达1.5
万平方米 ， 它既是商业零售空
间， 也是一座艺术馆。 前来这里
打卡的人们或许想不到 ， 多年
前， 这里曾是有名的 “攒机大本
营” 百脑汇电脑城。 1998年， 百
脑汇在朝阳门附近开张 ， 容纳
400多家商户的连锁电子卖场成

为京城东部最火的 “攒机大本
营 ”， 甚至一度与中关村齐名 。
随着电商的崛起和电子产品的更
新 ， 实体电子卖场客流急剧下
降， 于2019年6月关停。

退出历史舞台的百脑汇， 在
城市更新中迎来了新的曙光。 近
年来 ， 朝阳区加快推动存量空
间、 低效空间盘活利用， 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 通过优化城市空间
形态 ， 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和活
力， 开启了消费者的家居生活新
体验。

“随着线上平台的快速发
展， 传统家居卖场早已不能满足
人们对更美好的生活方式体验的
诉求 ， 如何让线上线下实现互
联， 既能保持线上体验的智能化
和便捷性， 又能让消费者置身于
场景感受居室艺术的文明和温
度， 满足每个人对文化休闲及购
物更高品位的要求， 形成新零售
极致的艺术体验， 这是美克洞学

馆的初衷所在。” 美克洞学馆相
关负责人介绍， 顺应消费升级下
的新需求， 学馆打造成集文化、
艺术、 科技和社交跨界融合的新
零售艺术空间。

据悉， 美克洞学馆的功能业
态由穴居艺术 （家居用品）、 时
尚餐饮 （下午茶、 酒吧、 主题餐
饮） 和文化休闲 （书吧、 艺术文
创） 所组成， 为消费者提供极致
的生活环境感受和居室文化的
“五感” 艺术体验。 其中业态布
局分为艺文共享区 、 家居陈列
区、 会务活动交流区、 餐饮酒吧
休闲区、 阅读鉴赏区、 家装设计
交流区。 从孩子们挚爱的 “童趣
梦乐园”， 到纯粹而丰富的睡眠
体验中心， 再到精心甄选的智能
生活电器， 美克学馆构建了独一
无二的 “文化创意体验式购物场
景”， 让消费者在感受艺术的同
时， 将文化氛围与生活场景融合
在一起。

美克洞学馆的启幕， 是朝阳
区对商业主题消费场景进行全面
升级的又一处 “试验田”， 更是
落实朝阳区促进新消费引领品质
新生活3年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
记者了解到， “十四五” 时期，
朝阳区将进一步升级商业消费新
场景， 打造一批精品商圈， 推动
三里屯、 CBD、 蓝色港湾等核心
购物商圈品质提升， 加快颐堤港
二期 、 郎园Station等项目建设 ，
构建亮马河———坝河国际风情商
业带， 推动奥运功能区商业转型
提升， 打造首都地标性商圈； 提
升南部地区新消费环境， 规划建
设直播基地 ， 促进直播带货等
“网红经济” 发展。 推广 “望京
小街” 经验， 支持华贸天地西街
等商业发展 ， 打造一批舒适便
捷、 科技感强的网红街区。 培育
新零售新服务业态， 构建集虚拟
购物、 网红直播、 游戏娱乐等于
一体的新消费场景。

此外， 朝阳区积极培育首店
首发经济， 积极引进国际前沿品
牌展会、 赛事活动、 知名时尚秀
展等消费活动， 吸引国际高端品
牌、 时尚前沿品牌等在朝阳建立
“首店”、 首发新品； 做强 “流量
经济 ”， 以 “潮朝阳 ” 为主题 ，
打造朝阳商业品牌； 支持文化、
艺术 、 社交和零售跨界融合发
展， 鼓励网红餐饮、 文体娱乐等
消费品牌开设旗舰店 、 体验中
心， 催生更多新业态、 新模式 ；
推出一批新消费品牌 “孵化场”，
支持郎园Station等园区为新消费
品牌孵化提供更加丰富的场景，
吸引更多新消费品牌在朝阳聚
集。

同时， 朝阳区将继续壮大线
上消费新业态。 依托重点商圈、
重点商场 ， 搭建 “云逛街 ” 平
台， 布局开设一批线上线下融合
的沉浸式体验店和未来商品概念
店。

朝阳百脑汇改造为新零售艺术空间

城市更新让昔日“攒机大本营”变网红打卡地

密云“最美中学生”传递青春正能量

平谷西营村废旧厂房“变身”乡情村史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