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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北京轨道交通建设通车线路
最多的一年。在建地铁线路15条线（段），
在建里程 291.3公里。其中，年底将“一口
气”开通7条线(段)，共54.5公里。

这些地铁线(段)建得怎么样了？记者
昨天从市重大项目办和京投所属轨道公
司了解到，所有在建地铁均按照工期节点
目标稳步推进，已完成全年总投资的
20.4%，实现一季度“开门红”。备受关注
的平谷线也有了最新进展，平谷线朝阳段
和通州段已进场施工。

平谷线朝阳段和通州段实
现进场

轨道交通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正按
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进行建设。目前，北
京轨道交通在建地铁线路 15 条线（段），
291.3公里。

其中，3号线一期、12号线、昌平线南
延一期及 16号线南段正处于车站和区间
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途经城市副中心、河
北三河市、平谷区的平谷线，朝阳段和通

州段已经实现进场；28 号线、新机场线
北延及 13 号线扩能提升工程分别处于
项目前期或工程前期阶段。各条线路正
按计划推进建设工作，确保实现阶段
目标。

为保障各条线路和工程节点的顺利
完成，全市轨道交通100个标段均已开工，
复工复产率达到 100%。地铁工程施工现
场总人数 38507人。市区将加强联动，政
企也将加快配合，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
等区加快征地拆迁工作，从而确保建设任
务平稳有序推进。

19号线新宫车辆段将上盖
住宅办公区

记者昨天在 19号线一期新宫车辆段
看到，大型吊车正在施工作业面上进行起
重吊装，戴着口罩的施工人员紧锣密鼓加
快施工。“19号线一期共有10座地铁站，这
是沿线唯一一处停放车辆的联合检修
库。”中铁电气化局 19号线一期工程 10标
项目经理张通介绍。

春节期间，新宫车辆段未停工，目前
现场作业人员 2500 人，主体结构总体完
成量约 75%，26 条轨道铺设已完成 50%。

“计划 6 月底能实现主体结构完工，10 月
底完成机电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年
底通车努力争取时间。”张通告诉记者，
新宫车辆段占地面积达 30 多万平方米，
未来将进行一体化开发，地面上有住宅、
办公区。

地铁 19号线一期工程是北京市轨道
交通线网中一条南北向穿越中心城西部
地区的大运量快线和加密线，全长 22.4公
里，南起丰台区新宫站，途经西城区，北至
海淀区牡丹园站，全部为地下线，10座车
站中除了牛街站和新发地站，8座均为换
乘站。

“19号线一期共有 10个标段，所有作
业面全部在施作业，现场施工人员达到
6200 余人。”京投所属轨道公司第三项
目 管 理 中 心 工 程 18 部 部 长 寇 鼎 涛 介
绍，目前 10 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完成，
区间工程主体结构完成 98%，附属工程
结构完成一半，正全面进入轨道铺设

和设备安装阶段。

7 条年底开通线路土建完
成八成

除了 19号线一期，今年年底计划开
通的地铁线路（段）还包括 11 号线西段、
17 号线南段、机场线西延、8 号线三期剩
余段、14 号线剩余段、S1 线剩余段，共
54.5公里。

这 7条线（段）中，不仅有贯穿城市南
北的“大动脉”，也有打通既有轨道路网断
点的剩余段，更有为冬奥会服务的交通
线。“7 条线路土建工程整体完成 80%，都
陆续从土建施工转入轨道铺设及设备安
装阶段。”市重大项目办二级巡视员赵洪
透露。

赵洪表示，7条线路的开通，将新增轨
道交通运营里程 54.5公里，届时北京市轨
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 781.5 公里，对完
善首都交通网络、缓解交通拥堵起到重要
作用，也能进一步满足市民对“美好出行
的向往”。

年底开通的7条地铁线路陆续开始铺轨

平谷线朝阳段和通州段进场施工
本报记者 任珊

本报讯（记者 张程伟 通讯员 尉迟炎
楠）“4月份恢复线下招聘，咱们联合搞一场线
下招聘活动？”短短一条微信就促成了城市副
中心与北三县的一场线下大型招聘会，这并
不是“一时兴起”的偶尔为之，而是城市副中
心与北三县全面加强区域公共就业服务一体
化建设的具体体现。

“4月 22日，通州区西集镇将联合北三县
共同举办线下的大型招聘会。北三县有招聘
需求的企业将与通州区企业共同提供招聘岗
位。”通州区人力社保局就业服务科负责人冯
洋边说边向记者展示一份《2021年公共就业
服务专项活动及招聘会日志》，其中活动时
间、活动名称、活动内容等项目分列十分清
晰。“这份《日志》上的活动，每个月都会出现
在联席会议中，通州区与北三县的相关负责
人会共同商讨活动内容、时间、地点、开展方
式等工作。”冯洋说。

2020年，通州区人力社保局积极克服疫
情影响，在履行2019年京冀两地签署的《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协作（合作）协议书》的基础上，
主动探索公共就业服务一体化发展的合作新
模式，组建了以四地主管领导为成员的“京冀
招聘联盟”，进一步畅通沟通协调机制，有效
促进了通州区与北三县人力资源市场稳定有
序发展。通州区与北三县的公共就业服务工
作负责人会通过“京冀招聘联盟”微信群，定
期沟通，每月组织召开线上联席会议，对京冀
公共就业服务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在活动方面，通州区与北三县实现了招
聘岗位信息共享、活动同步。今年 3月，为期
一个月的“春风行动”专项线上招聘活动举
行，通州区联合北三县共同在各自的官网上
推出不同地区的招聘信息。通州就业服务
微信分别发布了 3 月 11 日、18 日、25 日网络
招聘会香河专场、大厂专场、三河专场的岗
位信息。香河明川家具、大厂益恒建业科技
等 76 家 企 业 提 供 岗 位 389 个 ，招 聘 人 员
2500人。

除了举办招聘会等活动，通州区与北三
县还在人力社保相关人员培训方面下足了功
夫。“我们线上一起上课，学习内容相同，提供
的服务也是统一标准。”冯洋说，通州区人力
社保局与北三县人力社保部门工作人员共同
学习职业指导基础理论、指导技巧等专业课
程，开展职业指导在线直播学习课。这一课
程已经进行了4期。通过学习，工作人员增强
了与求职者的沟通能力，加强了先引导就业、
再引导择业的服务技能。

此外，随着通州区与北三县公共就业服
务工作的深入融合，社保转移接续联合工作
协调机制也越来越顺畅。截至目前，四地已
经实现了信息数据共享、数字化办理，大幅压
缩办理时限。其中，养老保险的跨省转入转
出，由原来的 45 个工作日，已经缩短到了 15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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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强）今年 6 月，北运河
通州段 40 公里河道将全线通航。目前，甘
棠、榆林庄两座新建船闸的安装进度已达
50%。北运河沿线“绿道花谷”和“延芳画
廊”两大景观提升工程也已进入冲刺阶段，
确保通航后，船舶行得稳，两岸美如画。

在甘棠船闸施工现场，320多名工人舍
弃了清明小长假，在房建、给排水、景观、装
饰等10个作业面上加紧施工。登临工地高
点，如同灰色巨龙般的船闸赫然出现在眼
前。建设甘棠船闸，要用掉约 2.7万立方米
混凝土和 1500吨钢筋，在建设初期，为了提
高地基承载力，还打下了近4000根碎石桩。

水泥钢筋构成的坚固闸室上下游方向，
四对钢铁闸门已经安装到位。每一对闸门
又分为两扇。相关负责人介绍，每扇门在出
厂时都是两截，施工方现场完成焊接后再进
行吊装作业。“吊装闸门就位只是安装工作
的起点，真正的难点在调试。”

这位负责人介绍，要保证两扇闸门相接处
平整、闸门与闸室地面垂直，只有这样，当船舶
进入闸室时，才不会因为闸门漏水而使船舶
发生颠簸，从而确保游客的舒适。（下转2版）

两座新建船闸施工过半

北运河通州段全线通航进入倒计时

位于甘棠闸下游的榆林庄船闸位于甘棠闸下游的榆林庄船闸，，已进入闸门调试阶段已进入闸门调试阶段。。 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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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森”绿播
本报记者 曲经纬 王军志

8类37种尽责形式 副中心变绿有你一份功劳

提起义务植树，很多人都会简单理解为春季栽树。
但实际上，春植、夏认、秋抚、冬防，一年四季市民都有参
与义务植树的尽责机会和途径。2018年以来，义务植树
尽责形式已细化为8大类37种。

8大类包括造林绿化类、抚育管护类、自然保护类、认
种认养类、设施修建类、捐资捐物类、志愿服务类和其他
类型。除了市民熟悉的植树、抚育外，主动向管理部门报
告救护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情况；清理、拆除非法设置的猎
夹、猎套等工具；悬挂人工鸟巢；参加野生动植物的栖息
地修复；修建森林作业道、公园步道，修建森林防火带等，
都是植树尽责，每一种尽责形式，都可以根据工作量折算
成一定的植树株数。

“在自家阳台种花，在单位门口摆花，都是一种植树
尽责形式，所以如今的绿化成绩有每位市民的功劳，不分
年龄，涵盖老老小小。”区园林绿化局义务植树科相关负
责人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植树树成林。自 2017年城市
副中心启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以来，万亩以上郊野公园

和森林湿地已达 8处，千亩以上森林组团 32处，299个村
庄建有集中公共绿地，以“西集大樱桃”“张家湾葡萄”两
个国家级地理标志为代表，一批“智慧园林”工程正在打
造中。截至目前，城市副中心森林覆盖率已达33.02%，比
2017年提高4.11个百分点；城区绿化覆盖率达51.02%，比
2017年提高 16.37个百分点，公园绿地 500米服务半径覆
盖率达91.35%。北京东部，“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
融”的新城正在崛起。

着眼各个组团，台湖演艺小镇有台湖万亩游憩园，宋
庄艺术创意小镇有宋庄文化公园、刘庄公园，西集生态
休闲小镇有潮白河森林生态景观带；155 平方公里核心
区里，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张家湾公园一期开园迎客，西
海子公园、减河公园等 9个城市公园完成提升改造；结合
老城双修，68 处口袋公园、休闲公园以及小微绿地从无
到有，21 处海绵城市试点绿地空间，赋予市民更多安全
感……大尺度建绿，大密度增绿，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
展赋予了绿色的基底，规划图上“两带、一环、一心”逐步
展成一幅“水韵林海、千年绿城”的美丽生态画卷。

孟春之月，盛德在木。宋庄镇双埠头苗圃是今年首
都绿化委员会公布的全市 15 处义务植树尽责接待点之
一。苗圃中，蓝、红、黄、绿各色身影出没林间，他们是来
自不同团体的义务植树尽责人。

走进双埠头苗圃，150亩地一眼望不到头，这里被规
划成一个个矩形块，以中央一棵树龄 20年以上的法桐为
界，北侧绿油油，南侧黄灿灿，一半如夏，一半似秋。

通州区花卉产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爱华介绍，双埠
头苗圃今年计划栽植10种树，包括华山松、白皮松等3个
常绿品种和7个彩色树种，包括栾树、金枝国槐、金枝龙爪
槐、金叶垂榆、丛状五角枫、元宝枫球以及秋紫白蜡，共计
4000余株，接受市民四季尽责。

2018年以来，该苗圃每年都是城市副中心植树尽责
点。与其他地方的有限空间不同，在这里可以参与大型
树种的栽植。比如丛状元宝枫，干高8米至10米，树干分

成五六个分干，树坑就要挖四米直径才行。4月2日，蒙蒙
细雨中，上百人到这里植树尽责，吊车吊装树苗入坑、扶
苗栽植、挥锹围堰、提水浇灌……大伙儿干得热火朝天，
在苗圃栽下 100株金枝龙爪槐和 120株金枝国槐。同时，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这里也正在打造精品苗木基地。
培育的精品树苗将被输送至城市副中心有绿化需要的公
园、绿地。王爱华指着眼前一片树木：“它们未来都将在
城市副中心各个角落发挥魅力。”

双埠头苗圃只是城市副中心植树尽责点的一个缩
影。自城市副中心落牌以来，全区形成了 14处植树尽责
点、12处抚育点，包括刘庄公园、宋庄公园、城市绿心森林
公园、张家湾公园、台湖万亩游憩园、广渠路两侧绿化提
升带、玉带河景观提升带、潮白河森林生态景观带等。年
均组织义务植树活动百余场，每年参加义务植树人数 20
余万人次，平均每年完成（折合）植树100余万株。

植树基地 年输送四千余株苗木扮靓副中心

填空造林 疏解整治腾退空地“见缝插绿”

强基础、补短板，城市副中心因地制宜想方设法找地
增绿，其中不少是利用疏解整治腾退的空地“留白增绿”。

城市副中心环城游憩环上“挤出来”的13个公园大多
是疏解腾退空间，其中一个重要点位就是张家湾公园。

去年秋天，比颐和园还要大一点的张家湾公园一期
开园了。它与大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连在一起，共同
构成3万多亩大尺度绿色楔形廊道，是城市副中心绿色空
间结构上的重要节点。一条水巷在绿树繁花、亭台水榭
中婀娜穿行，重现历史上大运河畔“水巷茶棚”的泗水旧
景。很难想象，这里从前竟是拥挤杂乱的工业大院，300
多家小企业扎根，直到张家湾镇启动疏解整治，才为公园
建设腾出空间。张家湾公园共分三期建设，总面积超万
亩，将成为城市副中心环城游憩环上面积最大的公园。

今年，公园仍在填绿。4月3日全民植树日一早，60余
个区属机关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2200余人来到张家湾公
园一期填空造林。八棱海棠、国槐、白皮松、油松、法桐、
白蜡、碧桃等6000余株树苗迎风挺立，焕发勃勃生机。

参与植树的还有70位劳模和上百名北京榜样。荣获
“2020年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的刘红感慨颇深。作为一
名沈阳人，她2007年到通州创业，如今是北京绿蜻蜓特色
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多年来消费扶贫，帮扶蒙、
疆、冀、黔等地建档立卡户达 3750户，而她的大本营就在
距离张家湾公园仅4公里的漷县镇吴营村。

“张家湾公园是城市副中心东南方向的生态门户景
观。农林不分家，这片森林也是我们漷县农田前的一道
天然屏障！”刘红与伙伴们亲手种下一株玉兰，她说想用
这株春季里最早开花的树感恩这片土地。

城市副中心大小工程中都留下了首都市民义务植树
的身影，比如宋庄镇许多地块如今就显现了植树造林的
成果。如今的内军庄村平原造林地块，在 2016年以前也
是制造企业、储运单位集中地，现在则全部变绿；相距8公
里的疃里村，村北原是垃圾山，村民苦不堪言，区政府腾
退空间见缝插绿，打造成“千株银杏、万枝樱花”的京东第
一樱花园……

区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1年将高标准实施新
一轮百万亩造林工程，新增绿化面积近万亩，通过填空造
林、连接连通原有林地绿地，促进更大尺度、更完整的森
林生态系统的形成。期间，将对战略留白用地、拆迁腾退
地实施临时绿化，增绿 501亩。同时，进一步丰富疏解整
治促提升内涵，减少裸露土地，增加景观效果，提升城市
韧性。继续推进园林绿化“留白增绿”，纳入新一轮百万
亩造林统筹，增绿585.15亩。

乡村绿化也将按照“一村一策”原则，充分利用“小
微工程”，留白建绿、见空插树，达到“村在林中、路在绿
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景观效果。梳理村庄内“五
边”和拆违空地，规划休闲绿地、游憩空间，在房前屋后、
河旁湖旁、渠边路边、零星闲置地等边角地植绿种绿，努
力实现以绿挤乱、以绿治脏、以绿净村、以绿美村目标，
推进乡村“一时美”转变为“永久美”，从“几处美”转变
为“处处美”。

新造林地块选址时，也将向村庄周边调整，结合打造
“村头一片林”目标，坚持达到村庄周围森林化、村内道路
林荫化、村民庭院花果化、村内集中绿地宜人化、河渠公
路风景化的美丽乡村要求。

花园式社区 房前屋后树茂花草香

除了大尺度造林、边角地填绿，
花园式社区也正在孕育更多绿色。

4月 1日一早，上百名植树尽责
人来到临河里街道华业东方玫瑰C
区，550 平方米园地上已经画好白
线。这是去年 9月刚刚成立的临河
里街道举办的首次植树日活动，地
点就选在了居民家门口。

小区东门左边是面积约 150 平
方米的种植一区，蒙古栎抽出新芽，
榆叶梅一身粉黛。旁边，十几人正
在物业绿化师傅的指导下种植樱
花，共有 20株，“今后我们也能在小
区赏樱了。”居民兴奋不已。

右边则是面积 400 平方米的种
植二区，大柳树、白皮松参天蔽日，
树荫下是一片黄土。“这里要种些耐
荫地被，比如玉簪、八宝；白线以外
种水腊，作用类似围栏，阻止人们踩
踏绿地……”在绿化师傅指导下，街
道干部、社区志愿者、居民蹲在地
上，三堆两簇地认真栽植。

居民刘一干边干活边和记者闲
聊：“原来我在远郊空旷地上植过
树，用来防风固沙；后来去公园里植
树，可以美化公共环境。现在在自
家小区里植树，亲手建造自己的家
园，我觉得又有了特别意义。”在通
州住了多年，他感慨如今身边的绿
色是越来越多。街道干部党红霞
说，临河里街道处于城市副中心核
心区位，近几年吸引了诸多市民定
居、企业入驻。城市副中心打造城
市森林，每人都有一份功劳。

临河里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
任崔笑介绍，临河里玫瑰园社区成
为该街道 10 个社区 22 个小区中唯
一一个获得“首都花园式社区”称
号的社区。华业东方玫瑰C区和D
区均隶属于玫瑰园社区，该社区现

有乔木达3251株，灌木2.8万余平方
米，草坪面积 1.5 万平方米，花卉面
积 6100 平方米，绿化覆盖率 45.5%，
有雪松、桧柏、银杏等百余树种。

据了解，全市共有511个首都花
园式社区，城市副中心 10个。截至

“十三五”末，城市副中心已成功创
建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单位 13个、
首都绿色村庄20个、森林城镇2个。

“未来还要将更多社区打造成
花园式社区！”崔笑表示，2021 年是

“创森”关键一年，目前看市民知晓
率低是弱项，街道将围绕重点推进

“创森”宣传力度，激发群众参与热
情。“植树尽责不只是植树，植树也
不必非去大林场、大公园，自家门口
就需要你。”

园艺驿站等体验式科普基地
的 设 立 也 成 功 打 通 了 生 态 惠 民

“最后一公里”，将绿色种子播入
市民心中。

目前，全市已建成 80 余家园艺
驿站，城市副中心 10 所，分布在大
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
园、金果天地庄园小区、河畔丽景
小区、北苑桥社区、天时名苑社区、
欣达园社区、玫瑰园社区、新华园社
区、新华街道。

66岁的居民郭淑华就利用园艺
驿站提供的花材和传授的知识，在自
家门前空地种下了五十多株月季和
二十余株玉簪。“原本这里堆放建筑
垃圾，我们老两口整地种花美化环
境，开花时可多人来拍照了！”郭淑
华高兴地说。

据统计，城市副中心园艺驿站
已经开展了 250余场活动，2万余人
次走进驿站，购买花材和园艺工具，
插花、歇脚、看书，享受绿色慢生活，
绿色理念植入市民心中。

“泛舟在大运河上，银鸥追随左
右，这里的生态环境真好！”清明假
期，来自河南洛阳的游客牛志敬感慨
道。春暖花开，北运河上每天都有小
鸟成群结队在空中亮翅，在明媚的春
光中形成一幅城市副中心春鸟图。

种下梧桐树，引来凤凰栖。随着
城市森林基底逐渐形成，湿地面积增
加，许多环境指示型动物现身，刷新
了城市副中心的生物多样性“成绩
单”。截至今年 2月底，市级监测站共
监测鸟类 10.13 万只，涉及绿头鸭、白
鹭等多个品种；区级监测点监测鸟类
约 6.27 万只。在数量庞大的迁飞鸟
儿中，不仅有天鹅、青头潜鸭、震旦鸦
雀、黑鹳等不少“稀客”，还有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大鸨、白尾
海雕、东方白鹳，它们都曾出现在城
市副中心各大公园水域林区。目前，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大运河森林公
园、北运河、萧太后河、潮白河森林生
态景观带、运潮减河公园等地，都
已 成 为 迁 徙 鸟 类 重 要 的 中 转 站 和
栖息地。

鸟儿的出现离不开园林绿化成
效。“我们公园绿地中大量栽植坚果
类、浆果类和蜜源植物，就是为在这
里越冬的小动物提供口粮。”城市副
中心漷县镇京彩苗圃高级园艺师周
晓杰表示，像山桃、紫叶李、刺槐、国
槐、黑枣、酸枣、海棠、山楂、柿树、金
银木等植物既可以美化园林，又能为
鸟类提供食物，可以保证一年四季林
中有鸟、莺声常鸣。

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构建良好的生物栖息地，区园林绿
化局还建立了基于遥感影像和地理
信息系统的林地资源管理、野生动植
物管理、林火监测、林业有害生物监
测等智慧园林管理体系，网络化、智
能化和高效化实现资源管理和生态监
测。每日对辖区重点点位巡查监测，
掌握鸟类栖息动态。大运河森林公园
还将建造一座观鸟台，预计今年年底
建成。

与此同时，市民爱鸟护鸟意识也
在逐渐增强，2020 年全年全区救助掉
队或者受伤的野生鸟类120多只。

生物多样性 每年6万余只候鸟造访城市副中心

近日近日，，20002000余党员干部群众来到张家湾公园义务植树余党员干部群众来到张家湾公园义务植树，，为城市副中心增添一抹抹绿色为城市副中心增添一抹抹绿色。。

“踏青争惜赏春葩，尽日无辞到月华。”又是一年春光好，城市副中心春日画卷已经徐徐展开。

每年四月的第一个休息日被定为首都全民义务植树日。今年4月3日，本市迎来第37个首都全民义务植树日，市民纷纷走出家门，

植树栽花、认养树木、抚育林木、清理绿地，全民动手以多种形式植树尽责。记者从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3月至11月，全区将

举行100场义务植树尽责进乡镇宣传活动，涵盖8大类37种尽责形式，多元播绿城市副中心。

大地植绿，心中播绿，义务植树不仅染绿了城市原野，更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念植入市民心中。

回望“十三五”，城市副中心实施了102项重点绿化工程，增绿25.1万亩，建成30余处公园。环城望，城市副中心边缘树起万亩森林

群；核心区星星点点的公园、道路、河流两侧绿道日渐葱茏。

2021年，是城市副中心“创森”关键一年，按照最新《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城市副中心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指标由原来的40项调整

为36项，其中沿用老指标21项，提升老指标8项，新增指标7项，目前36项指标已基本达标。

作为北京市第一个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创建的平原地区，城市副中心正在履行“创森”承诺，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隔着通惠河，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
区交相辉映的，除了“三庙一塔”景区，还
有一片“花园洋房”——绿化美观、停车规
范、道路整洁，不仅楼体靓丽，还有人脸识
别单元门、智能垃圾桶……“这还是天桥
湾吗？可真漂亮。”在老通州人眼里，这个
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破旧”，如今成了

“美社区”。
小区悄然焕新背后，居民议事厅功劳

不小。
“老小区改造，涉及各种问题，居民的

利益诉求也是多种多样。要真正让居民
满意，首先得问需于民。”天桥湾社区党总
支书记米妍说。2019年初，新华街道在天
桥湾开展协商共治试点，成立了居民议事
厅。老旧小区改造，改什么？怎么改？遇
到难题怎么推进？大伙儿共同商议。

“前期问需表发下去，居民呼声最大
的就是改造上下水管线。”米妍拿出一张
小区的老照片，小区的甬路上有好几条因
查找漏水点而形成的“拉链”。不过呼声
虽大，也有居民持不同意见。有位一层住
户就表示，听人说，改造管线需要刨开自
家地面，不仅周期长、噪音大、灰尘多，还
会让本就面积不大的房屋内更显局促。

在社区“协商共治”工作机制的指导
下，这栋楼的居民代表们来到了居民议事
厅，召开议事小组会，讨论出的方案是，派
居民代表、施工方负责人和居委会工作人
员一起，给这位居民做工作，共同帮对方
打消疑虑。

敲开居民家门后，几方代表和住户一
起围坐在客厅。居民代表首先发言：“咱
们小区旧了，要是不改管线，这往后跑冒

滴漏的情况估计会越来越多。”紧接着，居
委会工作人员也打开了话匣，劝说住户：

“都楼上楼下住了几十年了，您有什么实
际困难，大家一起商量着帮您解决。”施工
方负责人更是打了“包票”：“我们保证文
明施工，会将作业面尽量缩小，几天的工
夫就能完活儿。”这场在住户家中召开的
议事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住户最终同意
了改造方案。施工队进场后，邻居们还经
常来监工，帮着收拾屋子。

很快，这户居民家就完成了施工，过
去锈迹斑斑的铁管换成了PVC管道，还加
装了独立控制的阀门，“多亏同意了改造，
不然，错过了这项好政策，得多后悔。”这
位起初还持反对态度的居民，反倒成了政
策的宣传员。

作为议事会的积极参与者，居民刘云英

说，这两年来，天桥湾小区的议事会已经举
办了上百场，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了小
区没有电动汽车充电桩、保温层效果差、路
面坑洼不平等多个居民关切的问题。“小区
里 420多处违建的拆除，也有议事会的功
劳。”居民刘雪芹说，现在她每天都要到拆违
后建起的社区便民空间里逛逛，超市、菜站、
理发店、维修咨询点，都是居民的“心头好”。

“实践表明，协商民主的运作机制，有
利于培育契约精神，调动多方主体的积极
性，使治理实现可持续。”米妍说。得益于
协商共治，现在小区硬件设施已经实现了
大幅提升，社区准备趁着这股热乎劲儿，
用协商议事的方式带动居民文明素质的
提升，今年计划推出社区榜样人物，评选
过程居民全参与，“协商共治，会让我们的
家园更美好。”

议事厅破解老旧小区升级难题

天桥湾小区悄然焕新背后
本报记者 陈强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