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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通州整治提升 5 条样板街 均位于长安街延长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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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将借鉴成熟经验——
—

“
长安街风格”背街小巷年底亮相
本报讯（记者 陈 斯）架空线入地、
墙面夜间可照明、 井盖加入运河元素
……今年年底前， 长安街东延长线将
亮出整治升级后靓丽登场的首批“背
街小巷样板街”，首批经美颜的背街小
巷有 5 条，明年将依据“样板”继续整
治提升 18 条。
和主次干道相比， 背街小巷的等
级要更低、道路也更窄，交通、卫生等状
况也较差。 今年，在疏解整治促提升基
础上，通州北苑街道开展背街小巷整治
提升行动，特邀北京北建大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对背街小巷的公共空间进行
规划及设计， 将打造 5 条整洁靓丽、畅
通有序、富有文化底蕴的样板街。
此次提升的 5 条背街小巷均分布
于北京长安街延长线新华大街两侧，
包括连锁店路、北苑 55 号院路、邮局
西侧路、 帅府路及四中西侧路。 今天
起，北苑街道对这 5 条背街小巷中存
在的私搭乱建进行集中帮拆， 为打造
全区背街小巷样板街腾出改造空间。
今天上午， 施工人员首先对长安
街东延长线北苑55号院路上的违建启
动拆除。 在北苑55号院路上，记者看到
其中的私搭乱建大部分为居民自行搭
建的小棚子，不仅破坏整体景观，还侵
占步道，影响交通。 另外，还存在街边
杂物乱堆乱放、车辆乱停乱放、墙面污
损破旧等问题，造成环境秩序混乱。

规划
首批“背街小巷样板街”
年底亮相

上午，工人在通州新华西街一胡同口拆除违建小板房

北苑街道副调研员杜丑新介绍，
年初，北苑街道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
特邀北京北建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为背街小巷提升工作设计方案， 并在
涉及到的周边社区内召开三轮次居民
座谈会，广开言路，征求百姓对于环境
秩序提升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另外，北苑街道还组织领导班子、
工作人员及设计单位多次深入走进 5
条背街小巷进行实地查看以及现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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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修改。
在规划设计过程中， 北苑街道还
前往东西城等成熟区观摩学习， 借鉴
了东城在治理背街小巷时的一些经
验。为什么叫做“
借鉴”呢？就是因为不
可能完全照抄照搬老城区的模式，毕
竟通州有自己的特点， 也有自己独特
的风格。 比如这次整治提升的 5 条样
板街，正好位于长安街延长线，因此就
要与长安街的风格呼应。

在上午的拆违现场，杜丑新随身
携带了一册大开本、足有一厘米多厚
的《北京市通州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提升设计方案》， 里面详细记载着 5
条“背街小巷样板街”的设计方案。
记者看到，连锁店路的墙面就被
设计得格外与众不同，整条街通过架
空线入地，不会设置任何灯杆和电线
杆，原本普通的墙面还兼具照明的功
能，特别加装了适宜夜间行走的墙面
照明设施。
四中西侧路上，原本放置着变电
箱等设施，为了遮挡住变电箱，设计
师特别设置了可移动可拆卸的装饰
墙面对其进行遮挡，既美观又方便随
时对设备进行检修。 井盖则由过去光
秃秃的平面，变成了添加运河元素的
浅浮雕艺术品，每个井盖都设计有波
浪和水滴的图案。
年底前，首批 5 条“背街小巷样
板街”将率先亮相。 杜丑新表示，有了
“样板”，明年将依照模板，再对 18 条
背街小巷进行整治提升； 后年底前，
仅北苑地区的“背街小巷样板街”就
将达到 37 条。

先后拆除违法建设 61 处 疏解拥堵 治理脏乱环境

百万庄中里环岛回归“生活岛”

街
乡

本报讯 （记者
周超） 百万庄社区

曾是新中国第一批
公务员宿舍， 后因
部
动批的发展， 违建
林立， 这里一度变
吹 门
报
哨 到 得环境脏乱。 记者
昨日获悉， 通过社
区街道共建共治共
享， 百万庄小区从批发市场的囤货处
回归为百姓生活的安居地。
建于 1953 年的百万庄小区，位
于三里河路与车公庄大街的夹角处，
由建筑大师张开济先生设计， 曾是新
中国第一批公务员宿舍。 百万庄小区

的设计中，为了方便居民的衣食住行，
小区中轴线上留有占地 10500 平方
米的生活配套区， 有两个标准足球场
那么大，开办副食店、菜店、粮食店和
理发馆，既能满足大家的生活需求，也
可成为邻居们聚集聊天的核心地段。
“那时候还凭票供应呢，打酱油，买芝
麻酱，修鞋安拉锁，都在这儿。”居民们
说，这个地段被称为百万庄中里环岛。
随着社会发展，超市、农贸市场等
遍地开花， 百万庄中里环岛渐渐失去
了其核心地位，房子逐个被租出去，作
为各类经营场所使用， 各种彩钢板的
违建也多了起来。 近 20 年，环岛更是
因为极佳的地理位置而成为给动物

园、天意、官园、万通等批发市场提供
啤酒、饮料、食品批发的违规经营聚集
点，环境脏乱，人员混杂，噪音扰民。动
批 6 点开门，5 点小区里就被各种卸
啤酒的车堵满了。 违建林立， 环境脏
乱，附近的交通被堵得水泄不通，成为
“
心病”。
居民的一块
记者从展览路街道获悉， 为了解
决百万庄中里环岛的环境问题， 社区
配合街道从 2015 年 9 月起持续对该
地区进行了综合整治， 先后拆除违法
建设 61 处近 2000 平方米。 拆除后的
空地，修建了有 52 个车位的停车场，
缓解小区居民的停车难题； 采取单向
行驶的方式， 解决了环岛周边多年的

交通问题。
治理后， 一家饭馆成为展览路地
区“为老服务商”，设有老年人就餐专
区， 并提供送餐服务； 幼儿园可满足
120 名幼儿的入园问题， 其学位优先
保障百万庄小区； 新建的百万庄社区
活动站面积 298 平方米，近一年来开
展各类文化活动 80 余场次， 惠及周
边居民 5800 人次；百姓服务中心内，
几十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解决了居
民买菜的问题。
如今的百万庄中里环岛已经回归
成为集老年餐桌、居民活动中心、便民
生活服务中心以及幼儿园、 社区卫生
站五大服务为一体的生活便民岛。

目前 180 万立方米的杂填土可实现回填

环球主题公园建筑垃圾变废为宝
本 报 讯（记者 耿 学 清）国内首个
杂填土资源化处置项目落户环球主题
公园，目前 180 万立方米的杂填土可
实现回填，建筑垃圾变废为宝。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土方填垫工
程，主要是对 4 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
场地清表、开挖、填筑并完成场地雨水
排放设施、场地水土保持设施等施工，
是整个工程建设的第一步。
“根据前期地质勘测， 在这 4 平
方公里范围内，共有约 250 万立方米
杂填土。 这些杂填土由土壤和深埋地
下的建筑垃圾及其他固体废弃物、杂
草混合而成，无法满足北京环球主题

公园对场地承载力、总沉降、压实度等
指标的要求。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杂
填土资源化处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
绍，挖出这些杂填土后，如果采用传统
方式填埋或者堆放处理， 需要在 35
个足球 场 上 堆 10 米 高 才 能 全 部 消
纳。 在运输过程中，还会造成道路遗
撒、交通拥堵、尾气污染等问题。同时，
因为挖出的土方量巨大，很难找到足
够的素土土源进行换填。
面对一系列难题，北京建工资源
公司为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量身
定制”了一个在国内从未实施过的解
决方案：通过在施工现场建设临时处

置生产线，形成杂填土原位处置能力，
杂填土不用外运，在现场就地通过对
建筑垃圾的破碎和杂质分选，生成再
生骨料和还原土，然后再用于场地内
的土方回填。
据介绍， 项目团队进行了数百次
的回填试验，分别填垫天然素土和将杂
填土进行资源化处置后形成的还原土、
再生骨料。 经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测
试，还原土和再生骨料填垫的地块承压
能力达到 160 千帕以上， 并且各项指
标都优于天然素土，完全能满足北京环
球主题公园的高标准建设要求。
记者从施工方获悉，当前，预处理

线的日处理能力达到 1.9 万立方米，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线日处理能力达
到 2000 立方米， 累计完成 180 万立
方米的杂填土处置， 相当于节省了
260 多亩的填埋土地资源。
为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影响，对
杂填土进行处置的整个过程采取了高
标准的除尘降噪措施。 工艺设备全封
闭，并在粉尘点配置了布袋除尘系统。
为破碎设备配备隔音房，通过现场实
时分贝探测器检测现场工作环境的任
何响动，经验丰富的现场管理人员通
过噪声超出标准的异常变化，便可以
判断设备该如何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