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艳/文 邱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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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余户村民“幸福从这里启航”

□本报记者 盛丽

顺义社区义工享“反哺”服务

昨天， 历时39个月的建设，
作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配套工
程， 同时也是临空经济区的重要
民生工程，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噪
声区安置房项目正式完工， 即日
起启动回迁工作， 来自大兴区榆
垡镇和礼贤镇23个村的8000余户
回迁村民将搬进新居。

“特别满意 ， 看哪儿都痛
快。 格局好， 地段也不错。” 前
来办理手续的陈先生带着全家人
一起来收房， 满脸露着笑容， 小
孙子更是开心得活蹦乱跳， 着急
要看新房子。

记者了解到 ，在规划层面 ，
大 兴 机 场 噪 声 区 安 置 房 项 目
约 2.64平方公里，贴合群众意愿，
采用群众同镇异地安置方式，分
成2个组团建设回迁房，实现回迁
群众离土不离乡。 选址在这里，
主要有三个考虑， 远离噪音区，
避开噪音污染； 区位交通优越。
周边高速公路、 国道等多条连接
市区道路， 交通体系便捷通达；
城镇配套完善。 同时， 位于镇区
核心及未来临空区的重要位置，

市政与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完善，
舒适群众生活。

为保障回迁群众最大利益 ，
充分结合以往安置经验， 新航城
公司共设计50-120平方米不等的
7种户型设计方案， 并通过两梯
三户的组合方式， 让回迁群众生
活更舒心。 安置房住宅楼全部实
现正南正北朝向， 最大程度提高
房屋南北通透比例， 将人性化与
精细化设计贯彻落实到每一处。

噪声区安置房项目以及配套
公共服务单体建筑全部按照绿色
建筑二星级标准设计建造， 力争
让回迁群众满意。 所有建筑空间
布局、 景观绿化布局、 海绵设施
设计、 户型朝向设计等， 均通过
风热模拟、 雨洪管理模拟、 日照
采光分析等技术进行了设计优
化。 在住宅屋面统一设置太阳能
热水系统， 并创新性采用 “集中
集 热———分 户 储 热———分 户 辅
热” 方式为居民提供生活热水。
同时， 为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
回迁社区还应用海绵城市技术，
采用微地形 、 下凹式绿地等方

式， 增强集雨能力。
回迁办理手续现场秩序井

然， 喜庆的气氛中充满了家的味
道 ， 工作人员的服务热情又周
到 。 记者了解到 ， 集中回迁期
间， 大兴区榆垡镇、 礼贤镇分别
成立了由两镇党委书记挂牌的临
时党支部 ， 党员干部主动亮身

份、 做表率， 全力做好群众回迁
安置分房各项工作， 热情向回迁
安置群众提供暖心服务。

礼贤镇副镇长郝长森说：“为
做好此次回迁工作，礼贤镇党委、
政府成立回迁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宣传、 筹备、 后勤等17个工作
组， 出动包楼人员105人，对回迁

居民实行全程跟踪式服务， 帮助
居民在验房过程中发现并解决问
题。”

据介绍， 礼贤、 榆垡两片区
均采用 “一站式服务岛” 办理的
模式。 统筹调度水、 电、 暖、 物
业等部门， 采取联合审批、 一站
式办公、 部门提前介入等方式，
为回迁居民提供便捷高效、 贴心
周到的服务。 真正实现了 “让群
众少跑路 ” 。 此外 ， 现场设有
“便民摆渡车 ” “验房管家团 ”
等措施， 全方位为回迁群众提供
服务。

为留住 “老乡亲” 的乡愁，
榆垡镇为每户回迁群众准备了一
份特别的礼物———各拆迁村的村
志， 其中记录了拆迁村从成村有
文字记载以来村中的自然环境、
村居建设 、 党组建设等多方内
容， 并邀请专业摄影老师对拆迁
前的村容村貌、 日常生活等进行
拍摄， 每本村志中有一张全体村
民的 “全家福” 合影， 让回迁村
民们在开启全新的生活的同时不
忘浓浓的乡愁。

大兴机场噪声区安置房启动回迁

□本报记者 刘欣欣

近800万人次打卡 望京小街亮出一年“成绩单”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去年8月，朝阳区望京小街改
造后亮相，以时尚、国际化的特色
成为北京市最热门的商圈之一，
也创造了老旧商街开展城市更新
的样本。 一年来，累计近800万人
次到访。

近日， 记者从朝阳区政府获
悉， 更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将在望
京启动。 望京东北部的近10个商
业体将联动更新， 同时打通绿道
和交通联络线，打造步行1小时可
达的活力消费圈。

据了解， 望京小街全长380
米，北连望京街，南通阜荣街，两
侧分别是万科时代中心和方恒购
物中心。 望京小街建成于10多年
前，2019年，街区已暴露出环境杂
乱、道路破损、业态老旧等诸多问
题。街区虽小，周边却分布着1100
家涉外企业，辐射10万居民和8万
办公人群， 是对外交往的重要窗

口。 2020年，朝阳区采用“政府投
入+社会资本”的多方共建模式，
与万科、方恒共同开展街区更新，
带动业态升级。

亮相一年，销售额增长，地方
级收入翻了数倍。如今，方恒月均
销售额817万元 ，增长47%；万科
时代中心月均销售额达 2096万
元，是之前收益的1.4倍。 预计万
科时代中心2021年贡献的地方级
收入是2019年的8倍。

望京小街已成为文旅融合新
地标。一年来，小街举办了31场特
色活动，12场文化交流。 同时，商
业带动周边写字楼的租金。 据统
计，这里汇聚了至少6家独角兽和
上市、准上市企业，估值578亿元。

此外， 城市更新推动了垃圾
分类和智慧停车，一年来，城市管
理负面问题的投诉量下降80%，
从周边社区12345市民热线综合

评价看， 满意度从街道地区中下
游上升至第一位。

“望京大多是社区型商业，规
模不大， 普遍在三四万平方米左
右，最大的也仅有8万平方米。 ”望
京街道工委书记杨晓昇说 ，偏
小 的 商 业体量使其无法与航母
级商业综合体竞争， 但如果能在
城市更新中统筹规划，连点成线，
同时形成错位、差异化发展，就能
激活地区的商业活力。

望京小街“政企合作”开展城
市更新的尝试， 为周边的商业体
参与改造更新奠定了好基础。 日
前， 望京发挥党建协调委员会的
作用， 邀请企业共商地区城市更
新的方向，一个业态互补、空间互
联、 资源互通的活力消费圈逐渐
成型。按照初步规划，近10家商业
体都将基于自身基础， 聚焦未来
商业，强化各自特色。

望京近10座商业体将联动开展城市更新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郑秋颖

怀柔区开展文明驾车专项整治行动
强化路口交通违法整治、加

强典型案例曝光、 发动志愿者参
与文明引导……近日， 怀柔区开
展“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 ”专项整
治行动，持续推广文明礼让风尚。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涉及全面
动员发动、广泛宣传教育、强化路
面执法、加强社会共治、优化配套
措施5个方面，从重点路口路段整
治切入，紧盯公务车驾驶员、公交
出租司机、 快递外卖人员等主要
交通参与群体， 坚持教育引导与
严格执法双管齐下， 开展路口文
明交通志愿服务、 创建文明示范
路口、完善交管设施建设、建立闭
环管理机制、 加强工作督导检查
等内容。

“此次专项整治不仅明确了

详细的工作措施， 同时强化了工
作督导检查机制， 工作落实不力
将在全区通报。”怀柔区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说，“我们希望通过这
种方式促进市民自觉养成文明交
通习惯，构建和谐畅通、文明有序
的交通环境。 ”

路口交通违法整治是专项行
动重要内容之一。 目前，美团、饿
了么外卖小哥和青年志愿者已在
怀柔区2个市级示范路口上岗，与
公共文明引导员一起劝导非机动
车闯灯、逆行，行人不走人行横道
等不文明交通行为。此外，怀柔区
65个机关单位党员、 干部每周一
早高峰定期到岗， 值守31个主要
交通路口，常态化维护交通秩序，
引导市民文明出行。

在路口交通违法整治方面，
怀柔区增加了示范岗警力， 针对
机动车不礼让行人加大处罚力
度。同时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
交管部门每日安排警力， 加强城
区3条主干路巡逻，强化对行人乱
穿马路、 自行车和非机动车乱穿
行、城市配送车辆乱穿行、机动车
乱穿行等交通违法行为治理。

在优化配套设施方面， 怀柔
区通过交通组织优化、 标志标线
完善、交通信号配时调整等措施，
提升路口通行效率；及时调整、增
设青春路电视监控、 非现场执法
等科技设备， 加强机动车不按规
定让行、违规掉头、加塞并线、遇
前方车辆排队受阻驶入路口等违
法行为非现场监管。

几个月前， 良乡大学城西
地铁站东侧还是一片裸地， 每
逢刮风就扬起一片灰尘。 近日，
这里已经成了一块野趣十足的
小公园。

“此前这块地是小区的售楼
处，占地足有3300平方米。 因为
是临时建筑，2020年夏天启动了
拆除，为了防止扬尘污染，我们
在地块上覆盖了绿网。 ”属地房
山区拱辰街道工作人员介绍，但
是这里很快成了居民们的停车
场，久而久之，绿网就被压坏了，
大风裹挟着泥土，引起了扬尘。

良乡大学城西地铁站东侧
裸地环境的改变是发生在房山
区生态环境局启动 “一镇一策”
扬尘管控新模式后，瞄准排名后
十的街乡镇和重点问题，房山区

生态环境局分析原因，“对症下
药”，整治扬尘污染问题。

对于良乡大学城西地铁站
东侧裸地的治理， 房山区生态
环境局给拱辰街道支招儿———
通过植被覆盖的方式增加绿化
面积， 减少扬尘污染。 拱辰街
道还在裸地上撒了草籽 ， 铺设
步道、 硬化中心区、 安装太阳
能路灯、 搭建创城与党建宣传
牌， 为居民们打造了一处家门
口的小公园。

据房山区生态环境局环境
管理科科长梁新介绍， 为进一
步强化扬尘管控， 房山区还制
定并实施千分考核制度， 量化
扣分考核， 直至问题按要求整
改完毕。 目前， 一大批裸地问
题已经整改完毕。

房山“一镇一策”治理扬尘污染

出入口执勤 、 桶前值守 、
治安巡逻……家住顺义的张大
爷是一名社区义工， 平时积极
参加志愿活动。 今年， 他的服
务总时长已经达到 1000小时 ，
级别也升级为四星级义工， 领
到了 “义工反哺卡” 的他， 申
请了免费清洗空调服务。

在顺义区注册登记的志愿
者有24.7万余人 ， 其中社区义
工有10万余人， 服务总时长达
1000小时以上的四星级以上社
区义工有1000余人。 他们以服
务社区为重点， 广泛开展多种
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 为让社
区志愿者也享受到关怀， 今年5
月， 顺义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
局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
了 “为奉献者奉献 义工反哺在
行动” 项目。 “义工反哺”， 即
顺义区登记在册的义工， 参加
志愿服务项目， 及时将服务时

长录入志愿北京系统， 总服务
时长达到1000小时以上的四星
级以上义工可以领取 “义工反
哺卡”， 凭借此卡可享受室内保
洁等6小时服务或空调清洗等任
选其一的服务项目。

项目开展以来， 收获不少
社区义工的好评。 “最近自己
腿脚不便， 也没怎么收拾屋子，
家里有点乱。 王师傅清洗完空
调后没有急着走， 还帮着清理
了垃圾。 服务太周到了。” 马阿
姨在接受 “义工反哺” 项目中
清洗空调的服务后， 第一时间
表扬了上门服务的王师傅。

据了解， “为奉献者奉献
义工反哺在行动” 项目圆满完
成， 截至目前， 共为全区6个街
道四星级以上义工提供清洗空
调等服务累计753人次， 间接受
益人数为1800余人， 服务满意
度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