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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记者从北投
集团了解到，位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南
门西侧的原东亚铝业厂区，已经实现华
丽转身。由大厂房改造而成的体育活动
中心，预计将于今年上半年完工并对外
开放。

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南门西侧，改
造后的工业厂区已旧貌换新颜。银色的
铝型材外幕墙全新亮相，周边颇具工业

风的红砖建筑也十分打眼。这片区域与
公园南门的红砖广场相距不远，形成了
特色鲜明的建筑群。

据了解，此次改造工程自去年 3 月
启动，整个厂区的改造面积近两万平方
米。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尽量保持
原有主体结构不变。同时，利用大厂房
的高度，在内部区域建起三层结构，单层
面积近 1000 平方米，包含办公区、培训

室、机房等配套用房。整个工程已经完
成主体结构改造，预计 5 月份完成装修
和铺装任务，6月份基本交工。届时，城
市副中心将再添一座体育活动中心。

据北投集团介绍，这片区域定位为
“城市绿心运动活力中心”，以东亚铝业
厂区保留建筑为中心，设置多样化的
室内外体育运动场地及相关配套服务
设施。室内部分依托保留建筑打造体

育运动中心，包含运动馆、主题酒店、
餐饮中心及体育主题游客服务中心，
设置篮球场、羽毛球场、培训室、健身
区及相关配套用房。项目完工后，将
形成集体育休闲、餐饮住宿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的开放式场所。室外部分以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的各类体育场地
和设施为主，包括足球场、篮球场、休闲
运动场、儿童极限乐园等。

本报讯（记者 郭丽君）随着现场
指挥员一声令下，最后一片钢箱梁精
准就位，这标志着武窑桥改建工程钢
箱梁吊装作业全部完成，该工程进入
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经过前期四个半月的努力，武
窑桥主桥钢箱梁已经全部完成。大
桥改建工程将马上进入桥梁上部结
构施工阶段。”北京市政路桥股份
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一部通州分公
司武窑桥改建工程常务副指挥李瑞
银说。

武窑桥改建工程是实现北运河
（通州段）全线通航的重点工程之一，
是大运河历史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建成后服务于两岸地方车辆的
交通转换需求，同时也将成为大运
河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改建后
的武窑桥主桥结合周边环境设置 4
处弧形观景平台，并利用 4 座梯道
与运河沿岸步道形成连续漫步景
观廊道，方便行人与游客领略北运
河风光。

本报讯（记者 刘薇）备受瞩目的环
球主题公园将于今年试运营，配套基础
设施正在加快建设。记者从副中心工
程办了解到，目前，环球主题公园配套
张家湾再生水厂污水管线工程全线完
工并实现排污，可满足环球主题公园项
目排污需求。

张家湾再生水厂配套污水管线工程

包括张家湾再生水厂至凉水河段和凉
水河至环球主题公园段，全线共计 13.1
公里。

记者了解到，未来环球主题公园的
景观水系补水，将绝大部分由张家湾再
生水厂配套管网系统输出，这里将承担
环球主题公园全部污水处理及70%再生
水输送供给任务。张家湾再生水厂会将

净化后的再生水输送到环球主题公园，
园区再经过两级净化提升后注入景观水
系，形成水域面积约 12万平方米的景观
水，并通过河道底部铺设的循环管，让水
循环流动起来，形成清澈的活水景观。

“我们在工程建设推进中，先后协调
解决污水管线下穿通三铁路、东六环路、
高压燃气管线和石油管线，绕张家湾古

城墙保护段占地施工，及下穿玉带河手
续办理等多项事宜。目前，环球主题公
园配套张家湾再生水厂污水管线工程已
全线完工并实现排污。”副中心工程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张家湾再生水厂污水管
线投入使用，标志着环球主题公园市政
供、排水工程全部完成，将为今年春季开
园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记者从
张家湾设计小镇专班了解到，近
日，中设建咨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
司取得营业执照，成为北泡轻钢园
区落地的首家企业。

该公司隶属中国建设科技集
团，是中国城市发展规划设计咨
询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注
册资金 5000 万元。该公司的入
驻将发挥央企集团的人才优势、
科研优势以及城乡建设全领域

的综合技术优势，构建行业“智
库”平台，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
发展提供助力。

北泡轻钢园区是设计小镇重
点打造的五大地块之一，将建设北
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和红星奖
博物馆，打造小镇文化活动核心展
区及公共服务体验区。地块南部
区域将承载中国建设科技集团优
质产业项目，吸引、带动集团资源
向城市副中心集聚。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北京
冬奥进入倒计时一周年，日前，
通 州 区 举 办 了 一 场“ 绿 色 冬 残
奥 筑梦冰雪传奇 绿色副中心
致力垃圾分类”的宣讲活动，为
冬奥“添绿”。

早上 9点，在天桥湾和北人家
园小区，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工作
人员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
提 下 ，有 序 向 居 民 发 放 了 垃 圾
分类和 2022 冬奥冬残奥会宣传
材料，并呼吁参加活动的居民积
极 参 与 垃 圾 分 类 ，保 护 地 球 环
境，为“绿色冬奥会”贡献自己的
力量。

党员带头做表率、青年驻守
示范引导、趣味游戏寓教于乐、

“两桶一袋”规范投放……自去年
《北京市垃圾分类条例》实施以
来，各街道乡镇不断加大垃圾分
类推广力度，创新宣传形式营造
浓厚氛围，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参
与率，让垃圾分类走进千家万户，
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通过完
善组织领导架构、优化桶站设施
建设、加强桶前人员值守、提升末
端处置能力、加快“潞晓分”智能
化平台推广等多种措施，有效落
实生活垃圾源头减量任务，推进
通州区生活垃圾分类进程。

本报讯（记者 张程伟 通讯
员 毛琳琦）临近春节，个别人员心
存侥幸，在利益的驱使下，企图非
法运送烟花爆竹进京售卖。针对
此类情况，通州警方持续加强进
京公路及临省交界处乡村小路查
控，严防非法烟花爆竹入京。近
日，通州警方查获一起非法运输
烟花爆竹案，查获违规烟花爆竹
2.36吨。

近日，通州公安分局觅子店派
出所巡逻车组晚上在辖区与天津
市、河北省交界沿线进行查控工作
时，发现远处树林中有一组微弱的
灯光在缓缓移动，并已经进入通州
界内。

乡间林地中大多为路况条件
较差的土路，且没有路灯，很少有

汽车在这里出现。种种异常现象
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立即上
前，对该车辆进行检查发现，一箱
箱烟花把车厢塞得满满当当。

民警立即将货车司机进行控
制并带回派出所审查，司机张某
向民警供述了其运输烟花爆竹的
违法事实。经了解，张某在天津
经营烟花爆竹生意。在利益的驱
使下，铤而走险打算运输烟花进
京售卖。

此次查获的烟花爆竹一共113
箱，重达 2.36 吨，且多是单体大型
烟花，危险性极高。目前，张某因
非法运输危险物质已被通州公安
分局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十四日的
处罚，查获的烟花爆竹已依法移交
相关部门处理。

城市副中心将新添体育活动中心
打造体育休闲、餐饮住宿等多功能开放式场所

武窑桥主桥钢箱梁目前全部完成武窑桥主桥钢箱梁目前全部完成，，大桥改建工程将进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大桥改建工程将进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记者记者 党维婷党维婷//摄摄

武窑桥改建工程钢箱梁吊装完工
主桥将建弧形观景平台，方便游客领略北运河风光

张家湾再生水厂污水管线投入使用

环球主题公园市政供排水工程全部完成

设计小镇北泡轻钢园区
迎 来 首 家 企 业 入 驻

垃圾分类宣传为冬奥“添绿”

通州警方严把进京安全关
查获2.36吨非法烟花爆竹

本报讯（记者 刘薇）2 月 6
日至 7日，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指导组对全区疫情防控常
态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日常检
查,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及时反
馈有关街乡镇并督促整改落
实，同时对前期发现问题进行

“回头看”。
指导组检查了 11 个街道 45

个小区、56 家“三类”“七小”场
所，共发现问题1处，为中仓街道

新华南路储康美发店个别员工
未规范佩戴口罩，店内有顾客未
佩戴口罩。

指导组还检查了 11 个乡镇
51个村庄、48家“三类”“七小”场
所，未发现明显问题。

指导组对近期检查发现问
题点位进行了“回头看”，暂无未
整改问题。

一美发店个别员工
未规范佩戴口罩

从严从紧 全力以赴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曝光

文明过年 过一个健康平安年

工业厂区将焕发新活力工业厂区将焕发新活力。。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大厂房将改造成体育活动中心大厂房将改造成体育活动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