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村干部说这里要建公园，
有花有树有假山。公园建好后，我
出家门就是公园， 空闲时候可以
去锻炼身体，真不错。 ”平谷区南
独乐河镇刘家河村张桂伶说。

近日， 刘家河村的张桂伶家
门外来了工程队，清理杂物、平整
土地、搬运花苗、培土灌溉，一派
繁忙景象。几天的功夫，栽种的大
叶黄杨便围出一个大园子， 艳红
的碧桃花点缀其间。

原来， 平谷区南独乐河镇抢
抓春季有利时节， 利用疏整促腾
退的闲置土地，在刘家河村、甘营
村、望马台等5个村庄开展绿化工
程，新增绿化美化面积近2万平方
米 ， 栽植各类绿化苗木 15.8万
株。

刘家河村经营民宿的业主
说：“以前来住宿的游客， 总嫌民
宿周边的环境杂乱， 现在村里统
一整治了，环境美观整洁不少，这

样更能吸引游客到来， 增加住宿
回头客。 ”

平谷区南独乐河镇结合美丽
乡村规划， 对违规使用的土地进
行统一盘点、梳理，将适合地块作
为公园备选用地。 刘家河村的这
个公园占地3000余平方米， 将依
势造景，铺设步道、配置座椅、健
身器材等便民服务设施， 为村民
休闲娱乐、遛弯锻炼提供场所，公
园预计5月1日投入使用。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近日， 丰台教育系统在丰台二中举行 “生活垃圾分类” 实施一周
年嘉年华活动， 学生们通过参与多种小游戏， 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优
胜者可获得与垃圾分类相关的纪念品。 丰台区教育系统一年来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 其中近11万个师生家庭参与了垃圾分类线
上知识竞赛， 380个家庭、 132个班级和44所学校分别被授予先锋家
庭、 先锋班级和先锋学校称号。

本报记者 任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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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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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首个全场景智慧园区上线

□本报记者 闫长禄

红色资源成门头沟发展“新引擎”

园区太大，迷路了怎么办？外
卖已在楼下，会议还没开完，怎么
办？停车场转圈儿，就是找不到停
车位？ 垃圾分类太难了，怎么办？
……如今， 这些困扰园区白领的
“麻烦” 在中关村壹号得到解决。
近日，“数智ONE”成果发布会暨
中关村壹号智慧园区Open Day
正式举办， 带来了智慧园区的新
技术、新场景、新体验。

“我是个路痴，刚来园区的时
候，经常迷路，现在有了VR实景
智慧导航， 数字竟然可以精确到
米，彻底解决了我作为‘路痴’的
困扰。 ”就职中关村壹号拉卡拉公
司的张女士告诉记者。不仅如此，

记者发现，无人自动售货柜、送货
机器人、四格机器人等被称为“机
器人服务天团”，在企业职员工作
繁忙的时候， 可以取快递、 拿外
卖、代跑腿……当天，中关村壹号
打开了智慧运营管理平台、 智慧
安防、能源管理、智慧通行、精准
招商平台、产业定位平台、设备设
施运维管理等系统的权限， 并定
时提供讲解服务。 现场还有配送
机器人、迎宾机器人、清扫机器人
现场服务， 嘉宾还可通过智慧通
行系统体验到人脸识别、 车辆反
寻、 语音呼梯等功能。 12个体验
站，21个打卡点， 当天近500人次
了解感受智慧园区带来的便利。

当前，海淀区正以“两区”建
设为契机， 积极发挥海淀的科技
优势，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北
京自贸区科技创新片区的地标园
区， 中关村壹号不仅是人工智能
硬科技企业的聚集区， 更是高定
位、高标准推动园区智慧化建设，
率先搭建智慧园区运营平台，推
动智慧园区场景落地， 打造了海
淀首个全场景落地的智慧园区示
范代表。

“数字人民币+区块链”“数
字人民币+硬件+硬钱包”……除
了建设物理范围的全场景智慧园
区， 园区还拓展数字人民币试点
场景，加快数字人民币试点进程。

活动现场， 实创股份与拉卡
拉公司进行了数字人民币项目的
签约， 率先推进数字人民币在中
关村壹号的试点。

拉卡拉公司是首批与中国人
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的两家支付机构之一，
也是中关村壹号的首家入驻企
业。 全面参与了各个试点城市的
数字人民币应用推广活动， 已经
具备全面受理数字人民币的能
力。 该公司将依托自身在数字人
民币系统建设、终端升级、产品研
发、推广运营等方面的领先优势，
与实创股份公司一起， 率先在中
关村壹号推出数字人民币试点。

基于中国互联网协会 “特色
产业园计划”，中国互联网协会与
实创亿达公司进行了战略合作的
签约仪式， 为中关村壹号智慧园
区向“数智one”搭建更多应用场
景。

发布会上， 中关村数智人工
智能产业联盟与智慧园区委员会
启动智慧园区建设标准工作，希
望在通过中关村壹号智慧园区的
落地示范作用， 进一步明确智慧
园区建设目标，规范建设内容，统
一智慧园区认定评价标准， 汇集
多方智慧， 促进智慧园区创新示
范应用试点落地， 加速推进数字
中国建设。

近日， 在首都文明办、 市妇
联主办的2021年 “文明养犬在行
动” 主题宣传实践活动暨 “与萌
宠随行 与文明相伴 ” 春季随行
赛启动活动现场， 《文明养犬公
约 》 以及由公约改编的动画 rap
宣传片进行了发布。 现场开展了
系列活动， 倡导文明养犬风尚。

活动现场， 文明养犬代表将
科学养犬知识、 驯犬技巧和经验
分享。 文明养犬达人还携爱犬献
上表演。“与萌宠随行 与文明相
伴”春季随行赛，现场组织50多组
养犬家庭激烈角逐。犬只义诊、驯

犬指导、领养宣讲、宠物摄影、宠
物用品集市……比赛之余， 犬主
还可以携犬参与 “萌宠嘉年华”。
现场还对全市范围内评选出的30
位文明养犬达人、20个文明养犬
示范社区和10个优秀文明养犬宣
传员（宣传团体）进行了表彰。

据了解， 2021年 “文明养犬
在行动” 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将线
上线下同时推进 ， 持续至12月
底。 首都文明办将联合市妇联开
展 “文明养犬家庭” “文明养犬
示范社区” 和 “文明养犬宣传员
（团体）” 等系列评选活动。

京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纪
念馆展馆、崔显芳烈士纪念馆、田
庄高小党支部旧址……作为革命
老区， 门头沟创建了京西山区第
一个中共党支部 （田庄高小党支
部），诞生了京郊第一个县级党组
织（中共宛平县委），开辟了北京
地区第一个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平西抗日根据地）。 红色文化滋
养初心， 红色资源也成为助力门
头沟区发展的“核心动力”。

作为红色老区， 门头沟雁翅
镇一直在着力打造红色品牌，出
版发行 《田庄生紫荆》《梦回吹角
连营》《风卷红旗雁翅山》 等40余
万字的 “雁翅记忆” 系列红色书
籍。构筑红色磁场筑牢主阵地，全
力打造“红色雁翅综合体”，以市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田庄京
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为依托，
建设2000余平方米的 “不忘初心
讲习所”， 能同时承载100余人集
中住宿学习。

红色文化滋养初心， 红色资
源也成为助力地区发展的新动
力。作为全市面积最大的街道，也
是全市唯一的山区街道、 矿区街
道、林区街道，大台街道通过“一
线四矿”实现完美转型。

据介绍，“一线”就是门大线，
是门头沟到大台的运煤铁路。这
条铁路历史悠久， 是詹天佑京张
铁路的辅助铁路。随着煤矿退出，
这条铁路已闲置下来。“四矿”是
指王平、木城涧、大台和千军台煤
矿。

大台街道工委委员、 办事处
副主任张燃介绍， 门头沟将与京
煤集团合力打造“一线四矿”京西
煤矿工业遗存文旅区。 而门大铁
路的历史沿革、 矿区的红色文化
等主题将为“一线四矿”转型发展
的各个环节注入区域特色文化。

门头沟区园林绿化局党组成
员、区绿化办副主任杨东升介绍，
根据初步策划思路， 门头房区拟
依托门大线闲置铁路资产打造
“旅游 （+通勤 ）专线 ”，串联沿途
生态山水、红色历史、民间习俗、
古道古村、 宗教寺庙和京西煤业
文化资源，使其成为践行“两山”
理论的生态线， 穿越工业文明的
时空线，复兴传统文化的活力线，
促进乡村振兴的幸福线。

昨天， 6廊京绣艺术空间暨
设计师孵化基地落户京工时尚创
新园。 在开幕仪式的拜师环节，
6廊京绣艺术空间负责人、 京绣
工艺大师金鑫正式拜师京绣第四
代传承人于美英， 行拜师礼， 并
敬拜师茶， 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和
崇敬之情。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新技术 新场景 新体验

丰台学生嘉年华里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我市系列活动倡导文明养犬

京绣第四代传承人
京工时尚创新园收徒

□本报记者 马超

平谷刘家河村用腾退闲置土地建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