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建二局承建国际赛车场用3D技术铺筑路面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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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欣
□本报记者 盛丽

本市最大集体土地租赁房项目明年将推出6500套房源
朝阳政企合作解决上万人住房需求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余海艳

11月23日， 北京最大的集体
土地租赁房项目———首创繁星集
租房项目举办首场推介活动， 记
者获悉， 预计2022年5月将实现
完工入住， 先期可提供2000余套
房源， 建成后可提供近6500套租
赁住宅， 解决上万人住房需求。
该项目还配建了5万平方米的各
类生活配套服务设施， 还将为租
户提供自营食堂 、 企业直达班
车、 共享办公空间等多重定制服
务。

首创繁星集租房项目由朝阳
区十八里店乡与首创置业公司合
作共建， 是北京最大的集体土地
租赁房项目。 “为促进区域职住
平衡， 构建购租并举住房体系，
我们与首创置业公司合作， 致力
于打造成为国内集体土地租赁住
宅项目的时代样本。” 朝阳区相
关负责人说， 未来该项目房源将
以市场化方式优先面向朝阳区重
点企业、 优秀人才、 城市运行服
务保障人员配租， 促进区域职住

平衡、 产城融合。
据介绍， 首创繁星集租房项

目占地面积约11.8万平方米， 建
筑面积40万平方米， 建成后可提
供近6500套租赁住宅， 解决上万
人住房需求。 项目户型的面积区
间在30平方米到89平方米， 包括
开间、 一居室、 两居室、 三居室
和集体宿舍等户型， 租金价格在
2999元/套至7280元/套不等， 满
足单身、 夫妻二人、 多口之家等
不同青年人群的生活需求 。 同

时， 还为年轻人设计了多种个性
主题房， 包括 “玩趣空间” “筑
梦乐园” “享乐时空” 等。

同时， 首创繁星项目还将打
造高品质的租赁社区和丰富多彩
的社群生活。 项目配建了5万平
方米的各类生活配套 ， 包括超
市、 洗衣房、 书店、 健身、 餐饮
休闲商业街以及各类医疗、 社区
服务等非经营性配套设施， 还将
提供自营食堂、 企业直达班车、
共享办公空间等多重定制服务，

可满足不同类型都市新市民对品
质生活、 文化汲取和高效社交的
复合型需求。

“首创繁星项目一期组团预
计2022年5月份实现完工入住 ，
届时可先期提供2000余套房源。”
首创繁星项目方介绍说， 项目全
部采用精装修， 配备家具、 电器
等生活设置， 使用水、 电、 气、
热均执行民用价格， 可按月、 按
季、 按年缴纳租金， 可让租房者
实现 “拎包入住”。

“小伙子，车往这边停……”
66岁的孟祥奎向停车场门口喊
道。在地铁15号线顺义站东南口，
头戴小红帽、 身穿红马甲的孟祥
奎正在有条不紊地码放自行车。
孟祥奎是顺义区光明街道为助力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打造的志愿服
务队伍———“光明热心人 ” 的一
员。今年，光明街道以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为契机， 成立 “光明热心
人”志愿服务队伍，推动城市建设
文明新常态。

“这支队伍主要针对创城开
展相关志愿服务， 包括文明交通
劝导、垃圾分类、环保宣传、环境
卫生和公共秩序维护等。目前，18
个社区注册志愿者超2000人，累
计志愿服务时间超过5万小时。 ”
街道组织部部长李金玲介绍，“光
明热心人” 服务在辖区重要交通
路口、垃圾桶站、餐饮商业街区，
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助力社
区精细治理。

据介绍，为破解停车无序、拥
堵等难题，“光明热心人” 专门组
建起一支交通巡逻小分队。 目前
有队员12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
小的62岁。 “我们分三组，一组固
定在地铁口码放自行车、 捡拾垃

圾； 另外两组以定点加巡逻的方
式在大东路、 拥军路等区域码放
自行车、 捡拾垃圾。 ”“光明热心
人”志愿服务队队员李云韫说。

除了在志愿活动中发光发
热， “光明热心人” 的服务更融
入日常。 家住光明街道绿港家园
的赵德文， 是裕龙二区幼儿园的
一名保安。 从年初起， 每天下班
后， 他雷打不动地拾捡楼前、 楼
后的垃圾并分类进行投放。 为方
便省力， 赵德文还自制了捡垃圾
“神器”， 不论下班早晚， 少则1

个小时， 多则2个小时的 “家园
美颜行动”， 成为了他的 “必做
功课”。 “我平时工作很忙， 但
不论早晚我都坚持在下班后捡拾
垃圾， 今后， 我还会继续坚持下
去。”

如今， 在光明街道处处可见
一道道靓丽的红色志愿风景， 争
做 “光明热心人”， 同心共创文
明城的热情更加高涨。 像这样的
志愿服务活动， 在光明街道已成
为常态， 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服务
获得居民点赞。

顺义“光明热心人”合力助创城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星月

昌平完成145户困难老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佩戴智能防走失手环、 安装
扶手护栏、 卫生间防滑改造、 免
费提供轮椅……近日， 昌平区多
名老年人的居家环境都因为适老
化的改造有了新的变化， 老年人
的日常居家生活更加安全便捷
了。 记者从昌平区委社会工委区
民政局获悉， 目前， 已全面完成
145户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
造。

家住延寿镇南庄村的殷先生
今年72岁， 是一名聋哑人， 平日
里和90多岁的父亲共同生活， 属
于重度失能家庭。 在提交适老化
改造申请后， 专业评估服务组织
上门对其家庭进行需求评估、 个
性化方案设计与改造。 如今， 老
人家里有了明显的变化： 卫生间
紧靠马桶边的墙面上安装了上翻
扶手、 淋浴旁安装了一字扶手、
家门口安装了一个5米长的不锈
钢栏杆， 并配备了单脚手杖方便
行走。

改造完成后， 工作人员还耐
心仔细地向老人介绍了扶手及手
杖的使用方法、 注意事项， 老人

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得到了进
一步提升。 “年纪大了腿脚不灵
活， 之前有次洗澡摔倒了， 家里
没人， 最后还是扶着马桶慢慢起
来的 。 现在给我们装了这个扶
手， 洗澡、 上厕所都安心多了，
我们特别高兴、 满意。” 殷先生
的父亲说。

记者走访了几户改造完成的
老年人家庭， 发现每户改造的内
容各有不同。 兴寿镇沙坨村的刘
本金老人患有寰躯椎脱位、 高血
压、 脊髓型颈椎病， 此次改造为
其配置了电动护理床， 遥控一键
解决了手脚不吃力、 上下床的困
难等问题， 同时还免费为老人配
置了漏电保护器， 解决了电源可
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东新城村的
郑福路老人不识字， 视力不好 ，
耳朵也听不见， 此次配置了助听
器、 小夜灯、 床边桌、 适老椅等
产品， 切实解决了老人的实际需
求。

“我们适老化改造的一大特
点就是 ‘一户一方案’， 评估和
验收单位都提前入户， 根据老人

的居住环境以及需求， 结合适老
化改造的产品名录， 给老人量身
制定居家改造的个性化方案 。”
昌平区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朱颖
说。

本次适老化改造内容主要包
括建筑硬件改造 ， 家具家装改
造、 康复辅助器具适配以及智能
化助老服务设施配备等。 通过为
老年人配备助餐、 助行、 助穿、
助浴、 助厕、 助康复、 助照护等
类的设备、 辅具、 仪器， 以实现
老年人如厕洗澡安全、 室内行走
便利、 居家环境改善、 辅助器具
适配的目标， 使老年人居住环境
更加舒适、 安全。

据悉， 此次适老化改造项目
服务的家庭为全区户籍年龄60周
岁以上的城乡特困老年人家庭，
低保或低收入的失能、 失智、 高
龄老年人家庭， 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高龄老年人， 分散特困供养的
高龄、 失能老年人家庭， 以及已
实施过居家适老化改造且自改造
验收之日起满5年， 需再次实施
居家适老化改造的老年人家庭。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天坛东
里50号楼始建于1988年， 存在着
独居老人多、 居民户数少、 安全
隐患多、 公共设施少、 群众期待
高、 居民参与意愿低的 “两多两
少 、 一高一低 ” 的社区治理难
题 。 近日 ， 在街道社区的指导
下， 小区成立了物管会。 街道专
班、 社区党委定期组织开展物管
会成员培训。

作为小区居民自治组织， 天
坛东里50号楼物管会自成立以
来 ， 在属地街道 、 社区的指导
下， 积极参与到物业管理、 垃圾
分类等工作中， 推动解决居民关
心的 “急难愁盼” 问题。

小区物管会成立后， 把小区
自行车棚改造和充电桩安装当做
小区的大事来抓， 积极与社区居
委会沟通， 并在社区党委的大力
支持下， 完成小区车棚改造和充
电桩安装工作， 还推动对小区坑
洼不平的地面进行平整。 物管会
成员们还积极宣传电动车充电安
全知识， 并对电动车进楼道的行
为进行劝阻， 提升了小区居民的
安全意识。

小区住户不多， 但是独居老
人较多， 还有好几名重病老人，

这些老人平时独自生活多有不
便。 物管会成员动手能力强， 热
心帮着老人维修水龙头， 并发动
居民一起关心困难老人。

小区的一二单元因为特殊原
因， 一直没有安装电梯。 考虑到
老年人出行不便的问题， 物管会
成立以后， 迅速开展入户走访，
积极协助居委会做好政策宣传工
作， 并与电梯公司密切沟通， 目
前， 小区二单元已经实现了业主
100%同意加装电梯 ， 电梯公司
表示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二单
元的电梯加装工作并尽快交付使
用。 物管会还积极争取推动小区
一单元完成电梯加装工作， 方便
老年人上下楼活动。

针对老年人上楼拿重物不方
便的问题， 物管会跟街坊邻居一
起出主意 、 想办法 ， 并 结 合 小
区 实 际 自 行 设 计 了 车 棚 储 物
箱。 每个储物箱上面都有一个门
牌号， 看起来一目了然。 老年人
有重物可以临时放在里面， 子女
来看望时再往楼上搬 ， 非常方
便。 这一小小的举动既为老年人
提供了方便， 也能有效减少楼门
堆物堆料现象， 保持了小区的干
净整洁。

天坛东里50号楼物管会当好居民“大管家”

“我们的项目每天都在变化，
今天进来的路， 也许明天就不是
路了。”在进入武汉智能网联汽车
测试场项目施工现场的路上，项
目副总工文浩说。今年11月开始，
中建二局武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场项目进入全面铺设沥青阶段。

在全长1.7公里 、 未来时速
达300千米的高速及极限性能测
试区， 摊铺机、 压路机、 运输车
等10余台设备来回穿梭。 其中，
“摊铺组合” 特别抓眼球。 随着
摊铺机滚动前行， 已拌和的水稳
料被均匀地摊铺于路面上， 后方
技术人员手持GPS检测核对数
据。 “这是项目采用的新型路面
摊铺工艺———3D摊铺 ， 也是湖
北省首次采用该工艺技术进行路
面铺筑工作。” 项目生产经理吴
九林说 ， 3D摊铺相当于对路面
进行 “3D打印”， 前期机器人勘
测地表数据建模， 摊铺中根据模
型 “精准填补 ”， 摊铺完后GPS

数据复核， 立体控制了摊铺的高
程精度与平面精度。

普通的路面施工使用的是
IC沥青摊铺 ， 在高速赛道 ， 安
全和速度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路面需同时兼顾高摩擦力与强平
整度两个要求。 综合考虑之后，
高速及极限性能测试区的路面采
用了SMI沥青进行摊铺， 增加了
沥青的纤维量与含油量， 摩擦系
数更大， 强度也更大， 最大程度
上避免后期路面的不均匀沉降。

据了解， 武汉智能网联汽车
测试场项目， 是武汉市四大国家
级基地之一。 项目建成后， 不仅
将填补中部地区没有国际赛车场
的空白， 也将构建跨界融合的智
能汽车产业生态体系， 提升产业
的整体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形成
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机制和具有示
范意义的智能网联汽车 “武汉模
式”， 打造智慧交通的 “武汉样
板”。

体育馆路街道推动老旧小区物业管理

让“聪明车”驶上“智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