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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北京 好去处
3.2 万平米日馨公园落成 居民有了“
后花园” 2 园 4 路 N 点生态布局 打造绿色太阳宫

花卉门脸房“升级”城市公园
伴随太阳宫莱太花卉城市公园、
日馨公园相继建成，太阳宫地区新增的
近4万平米绿地公园正式亮相。 记者获
悉，截至目前，太阳宫地区绿化面积达
153.8公顷。 在推进区域整体绿化基础
上，该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更注重见
缝插绿、绿中布景，提升地区环境品质。

三季赏花四季享绿
莱太花卉城市公园亮相
近日， 位于朝阳区霄云路与亮马
桥路间的天泽路一段长约280米的狭
长地带，6500平米莱太花卉城市公园
亮相。 记者在现场看到， 公园地形狭
长，有叠水景观、花架廊、园桥、石桥等
精品绿化景观，并含休息区、赏花区、
健身步道等， 铺装及主要原色采用花
朵图案，行走其间，增加了更多的“漫
步”体验，路径浪漫转折隐趣。
据了解， 这里原来是莱太花卉街
的一排商铺平房，主要经营花卉和家饰
零售。 周边写字楼、酒店、使馆区聚集，
在视觉上形成强烈反差。为精细化提升
地区环境面貌，太阳宫地区对莱太花卉
周边环境进行了集中整治，将商铺平房
腾退后增添了此处精品休闲公园。
公园小巧而精致。 以“
玉棠春富
贵”为主题，玉园、棠湾、春园、富贵水
园交相辉映。 绿植以玉兰、海棠、迎春
花、牡丹、石榴、柿子等为主体，兼顾乔
木灌木的搭配， 融合四季更替的季节

原来的莱太花卉街商铺平房如今成了休闲公园

体验， 百姓在这里可以三季赏花四季
享绿。
除具备景观休闲要素外， 这里还
融入了高新技术和环保理念。 建立了
雨水收集和滴灌节能系统， 实现了水
资源节约利用； 通过太阳能发电等设
施满足公园自身用电需求， 实现绿化
管护低碳绿色、生态环保。

花间漫步推窗见绿
回迁居民有了“
后花园”
今天上午， 记者来到太阳宫乡回

摄 / 记者 杨小嘉

迁楼小区圣馨家园北侧， 一处新建成
的开放性休闲绿地内， 三三两两的居
民正在自家门口的
“
后花园”里休闲散
步。公园内地势高低起伏，特色景墙与
树阵、草坪、秋季花景分布其中，营造
出多层次的景观。 公园面积3.2万平
米， 设有休憩空间和花间漫步区等休
闲场所。
太阳宫地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给百姓打造一处休闲场所，从今
年7月起，地区拆除了5000余平米的汽
车修理厂、洗车房等建筑，腾出空间建
设日馨公园，真正实现百姓推窗见绿。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太阳宫地区
围绕打造“绿色太阳宫”目标，逐步构
建2园（太阳宫郊野公园、体育休闲园）
为面、4路（太阳宫中路、太阳宫南街、
太阳宫北街、西坝河路）为线、N点（带
状、点状、条状小微绿地、生态景观、迷
你公园等）为底的绿色生态布局。
今年新建成的牛王庙村休闲广
场、牛王庙村湿地公园、莱太花卉城市
公园以及日馨公园，面积近8万平米。
通过整治“开墙打洞”、创建花园式小
区和花园式社区等行动， 对清理出来
的“边角地”精耕细作，规范设计成微
景观、微绿地，实现留白插绿、见缝布
景，近2万平米的“闲散资源”被有效
盘活。截至目前，太阳宫地区绿化面积
达153.8公顷。
“我们想要打造的不是单纯的绿
地，而是精致的绿、有品位的绿，我们
在美化提升的细节上下足功夫， 从区
域总体环境布局到所有点位项目，都
力求理念相宜、风物相长、情景相融，
做到面上布局和谐、线上相互衔接、点
上打造精品， 实现环境品质的精细化
提升。 ”太阳宫地区相关负责人说道。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圣馨家园小
区的“人脸识别系统”正在加紧施工调
试，“人脸识别系统” 可详细掌握小区
居住人群，保障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推动社区管理智能化和精细化， 加快
全要素小区建设步伐。
文 / 记者 蒲长廷

用行动支持“燃烧你的卡路里”

发力运动场景
瑞幸咖啡健身主题店落户工体
不同于大多数将店面固化在写字楼或商场等某单一场景
的咖啡店品牌， 定位为中国新零售专业咖啡运营商的 luckin
coffee ，也就是年轻人昵称的“小蓝杯”，不拘于这种传统模式，
而是选择了从用户角度出发，去主动迎合目标人群，将店开在
他们需要一杯咖啡充电的所有场景内。 这不仅是对以往消费
关系的一种颠覆，更是其实现“无限场景”战略的直观表达。
无论是参与 2018 年北京马拉松以及中国网球公开赛，还
是 10 月 7 日刚刚落户工体的健身主题店，都证明了“小蓝杯”
正在努力向消费者靠近的诚意。
瑞幸咖啡入驻工体，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
小蓝杯”健身主题店落户工体
10 月 7 日 ，luckin coffee 瑞 幸
咖啡汗水兑换工厂店正式营业。 这家
位于北京工人体育场北门内西侧 100
米的门店虽然在服务上与瑞幸咖啡
的多数门店相同，支持堂食、自提与
外送三种模式，但有别于其他店面的
是，其开设在新型健身房——
—汗水兑
换工厂内，这是瑞幸咖啡开设健身主
题店的开始。
据悉，汗水兑换工厂不仅是很多
时尚达人热衷的健身聚集地，同时也
是北京国安队的训练场地。 而瑞幸咖
啡的到来，不仅为到此健身的人提供
了便利，同时也辐射到了工体以及三
里屯的消费人群。
众所周知， 咖啡作为一杯健康

饮品， 运动前喝一杯有利于增强耐
力与体力， 运动后饮用有利于体力
快速恢复。 而汗水兑换工厂所处的
位置，不仅是热门球赛的举办地，同
时也是歌迷的音乐圣殿， 每年约有
数百场演出和比赛在北京工人体育
场举行。
在瑞幸咖啡看来，咖啡作为一杯
具有社交属性的饮品，与娱乐和体育
有天然的亲近感，这也是其选择在工
体开店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 除了汗水兑换工厂店
外，瑞幸咖啡还积极参与了刚刚落幕
的北京马拉松以及 2018 中国网球公
开赛，为观众与工作人员、运动员提
供了专属的咖啡饮品及轻食服务。

以“
无限场景”战略 提升用户体验
“在汗水兑换工厂开店只是瑞
幸咖啡尝试健身主题 店 的 一 个 开
始， 未来我们将涉猎更多年轻消费
人群热衷的娱乐项目主题店。 ”瑞幸
咖啡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中国新
零售专业咖啡运营商， 瑞幸咖啡的
优势在于敢于打破传统模式， 利用
线上线下的融会贯通， 无限可能地
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为此，他们提
出了“无限场景”战略，按照年轻目
标客群工作生活所需，主动靠近，将
以往消费者只能按照咖啡店选择进
驻的特定场景买一杯咖啡的被动局
面反转过来。
数据显示，成立仅一年的瑞幸

咖 啡 目 前 已 经 进 驻 全 国 14 座 城
市，线下门店超过 1100 家。 与此同
时，基于“无限场景”战略，瑞幸咖啡
还联手顺丰为用户提供咖啡外送服
务。据瑞幸咖啡联合创始人、高级副
总裁郭谨一介绍，目前，瑞幸咖啡外
送订单平均完成时 间 已 经 降 低 至
18 分钟，“30 分钟慢必赔” 超时率
降 低 至 0.4% ， 用 户 满 意 度 达 到
99.3%。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经营理
念， 使得瑞幸咖啡在短短一年内的
销量已经超过 3000 万杯。 对于都市
年轻人来说，“小蓝杯” 已经在潜移
默化间成为其亲密的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