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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建设养老助
餐点 81 家、便民商业服务网点 19 个、疏
解退出一般制造业 4 家……记者从区
发改委获悉，今年一季度，通州区疏解
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交出一份优异的

“成绩单”。
今年，通州区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

项行动工作方案，共明确了违法建设治理

与腾退土地利用、桥下空间与施工围挡及
街区环境秩序治理、重点区域环境提升、城
乡接合部重点村整治等 8个专项行动，涉
及25个分项任务。

1至 3月，改造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
建设养老助餐点、整治桥下空间 3 个分
项率先完成全年任务。便民服务网点、
棚改签约、疏解一般制造业 3 个分项完

成全年任务 65%以上。其中建设便民商
业 服 务 网 点 19 个 、完 成 全 年 任 务 的
95%，疏解退出一般制造业 4 家、完成全
年任务的 66.7%，2 个分项完成量和完成
率均全市排名第一；棚改签约 145 户，完
成全年任务的 72.5%，完成率全市排名
第一。

治理违法建设方面，一季度共拆除违

法建设69.55万平米、腾退土地85.69公顷，
完成量均全市排名第二；代征代建道路已
移交 22条，完成率全市排名第二；拆除临
时建筑 14 处、施工围挡 1 处；整治无证照
25户；完成朝阳北路东延一期项目签约及
地上物清理。占道经营、开墙打洞整治、群
租房整治、直管公房清理等 4个分项持续
保持动态清零。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北京城市副中
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作为城市副中心拉
开城市框架、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标志
性工程，是北京市重点工程之一。记者从
城市副中心交通枢纽工程管理公司获悉，
今年一季度该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8
亿元，超额8087万元。

在交通导改及管线改移推进方面，项
目已完成 59 公顷项目用地范围内征地拆
迁工作，完成芙蓉东路导改及管线改移 13
条；正在按计划实施六环路导改及燃气、输
油管线改移工程。在施工监理及招标工作
方面，按计划分别于去年7月、10月完成了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工作。截至今
年一季度末，一期主站台及东咽喉区域累
计完成负8米土方开挖163.6万立方米，完
成比例 22%；地下连续墙 670 幅已全部完
成；建有基础桩4093根，完成达九成，为即
将开展的盖挖逆作施工创造了必要条件。
项目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21617万元，
其中建安投资370742万元；2021年一季度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8087 万元，超额季度
计划8087万元；其中建安投资43041万元，
超额季度计划5041万元。

自去年 9 月 1 日开始，枢纽工程开展
“大干120天，全力保投资”劳动竞赛活动，
将新冠肺炎疫情对工程建设的影响降至最
低，从设计、施工、监理三个方面细化出
120天内的 57个目标节点，逐一落实。组
建专家团队专题攻关，召开79场专家论证
会，组织 31项技术攻关，制定专项施工方
案，优化施工组织、强化资源配置，实行“人
员轮休、机械不休”工作制。3 个多月时
间，完成了工程单日建安投资从 300 余万
到3000余万的突破，至12月实现了单日建
安投资超4000万，创造了单体建筑月度建

安投资超10亿元的“副中心速度”。
据了解，项目将进一步开展城市设计

优化工作。邀请国际国内知名公司SOM、
法铁、日建、中国院、AECOM、北规院共同
优化 0101 街区城市设计，对枢纽范围城
市设计结合地下工程进行细化，提高城市
空间融合度。积极开展交通专题研究，构

建以 4 大站城核与 30 余个公共出入口组
成的人性化立体步行体系；提出“多进多
出+立体接驳”的交通方案，枢纽绿色出
行目标 90%；城际铁路与轨道交通换乘实
现“安检互认”；枢纽与物业停车实现“共
用共享”。

此外，项目将进一步开展消防、人防、

减振降噪等专题研究，提出符合安全要求
和品质要求的消防方案和人防方案；综合
研究站城一体化减振降噪方案，减少地下
轨道对地上开发建筑的影响，提升城市开
发品质。同时大力开展地上开发策划、预
留弹性条件，为地上开发提供充足灵活性
和包容性。

城市副中心站一季度完成固定投资城市副中心站一季度完成固定投资44..88亿亿

建设便民商业网点和退出一般制造业完成量完成率均居全市第一

一季度通州“疏整促”交出优异成绩单

接诉即办，“诉”接到了，但办理时遇到
难以解决的难题，怎么办？

通州区北苑街道开展了一个新尝试
——由街道党群办、监察组、市民诉求处置
中心牵头，吸纳有经验的社区书记，组成接
诉即办“顾问团”，哪个社区有难题，大家集
思广益，一起支招儿、办理，快速解决市民身
边烦心事。

昨天9时刚过，住在帅府园社区42号楼
的几位老人走出单元门，沿着平坦的甬路往
西遛达 10 多米，就能到花坛边晒太阳……
一个多月前，这些老人想走到花坛，可挺费
劲。甬路因冬天抢修水管，打了个水泥补
丁，随着气温升高和车辆碾压，“补丁”不仅
裂了，还形成了几个深约10厘米的坑。

“老人腿脚不好，万一踩上，很容易摔
倒，请尽快维修！”几位居民拔打了 12345市
民热线。没几天，施工开始了。

居民不知道，能够顺利施工，接诉即办
“顾问团”功不可没。

“就像浮水的鸭子，表面上从容淡定，水
底下却得拼命忙活。”帅府园社区书记李洪
峰说。原来，居民反映水泥路的问题时，与
小区物业对接的施工队恰巧在外地，无法
立刻返京，如果更换队伍，物业需要和总公
司打报告，大约一周后才能协调来新队伍；
社区如果自己找施工队，资金来源又是问
题……

“小区老人多，出行是大问题，可不能耽
误。”李洪峰赶紧找北苑街道接诉即办“顾问
团”求助。

刚成立不久的接诉即办“顾问团”有 3
名固定成员：街道党群办主任赵宁、监察组
组长袁琳、市民诉求处置中心负责人何志
华。袁琳负责监督社区是否有不作为等现
象；何志华负责帮社区“吹哨”找来职能部门
一起解决问题；赵宁则请来了中山街社区书

记李亚义和西关社区书记、接诉即办工作先
进个人马杰加入“顾问团”，大家一起帮帅府
园社区支招儿。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联系上了物业总公
司，通过“特事特办”协调临时施工队，加快
工程进度；两位社区书记也根据自己多年的
基层工作经验，带着社工一起在小区里张贴
施工温馨提示、设置警示牌，提醒居民注意
安全；施工过程中，“顾问团”成员也常在现
场驻守，防范安全事故……

甬道很快修好了，居民挺满意，“还有两
位居民拨打 12345市民热线表扬街道、社区
呢。”李洪峰开心地说。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清楚感受到，
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就是人民立
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北苑街道工委副书记李佳佳说，学史
力行，接诉即办“顾问团”的成立，就是要求

基层干部共享好的治理经验，真正扑下身子
为居民解难题。

加入“顾问团”，帮别的社区出主意，会
不会耽误自己所在社区的工作？中山街社
区书记李亚义摇了摇头，“各社区都是一家
人，互帮互助，我这儿有了集中诉求，其他社
区书记也来帮忙想办法。”他说，几天前，新
华西街 44号院的垃圾投放点因为时常有异
味，引起了居民不满。“顾问团”介入后，不仅
重新确定了垃圾箱的摆放位置，还加装了密
封性能出色的铁皮箱，别的社区还带来了广
受好评的“破袋神器”。

诉求解决了，还不是终点。北苑街道将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对标本市“每月一题”专
项治理工作，继续总结共性问题，“顾问团”
每次帮社区解决难题后，都要形成办事报
告，街道会将这些好经验制作成册，与各社
区分享，共同提高，为居民办好实事。

我为群众办实事

接诉即办“顾问团”

一家有难题，大家一起办
本报记者 陈强

本报讯（记者 陶涛）在供水管廊布设
应力监测点，开发再生水管网安全预警模
型及可视化软件……备受瞩目的北京环
球度假区开园在即，地上是令人期待的
环球主题公园，地下则“藏”着强大的再
生水供水保障系统。如今，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赋能
下，环球主题公园的再生水供水保障变
得更加“聪明”。

据了解，环球主题公园的水系景观、
园林绿化、道路冲洗等均使用再生水，水
源为碧水再生水厂及张家湾再生水厂双
路供水保障体系，目前用水量约为 1万立
方米/日。

为保障园区安全稳定供水，区科委联
合大运河水务公司，从精细化服务、智能
化管理着手，加强再生水供水管廊智慧化
管理应用场景建设。通过在供水管廊布
设应力监测点，开发再生水管网安全预警
模型及可视化软件等信息化管理手段，运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保障环球主题公园安全稳定供水。

智慧化管理应用场景是如何“聪明”
地服务再生水供水管廊的？

大运河（北京）再生水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刘樱泉告诉记者，在再生水厂供水泵
房、供水管网起始端及末端，加装了流量
计、压力传感器等设备，这些设备不仅可
以实时掌握供水端及用户端的情况，还能
将相关数据传输至公司再生水智控平台，
运维保障人员在监控中心就可实时查看
相关数据。

此外，通过对管网运行、压力、流量、
水泵运行情况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统
计、汇总，对相关汇总的数据进行数据清
洗，保证数据的准确与稳定，进而为再生
水管网建模、区域调度、节能降耗做数据
积累。

这个智慧化管理应用场景建设中，还
有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就是搭建再生水管
网安全预警模型及模型可视化软件，实时
监测再生水管网的运行状态。“当监测数
据发生异常时，系统可以第一时间预警报
警，提醒运维人员及时发现问题，保障再
生水管网安全稳定运行。开发可视化结
果展现系统则提高了结果可读性，同时实
现模型参数互操作等用户交互功能，大大
提高工作效率。”刘樱泉说。

区科委综合科科长毕铮介绍，通过环
球主题公园再生水管网安全预警与模型
可视化系统应用场景建设工作，运用新型
技术赋能传统管理手段，有效减少和避免
了传统管理中存在的漏水导致次生灾害
等事故的发生，为环球主题公园再生水供水提供了强大保障。

下一步，区科委将持续推进应用场景建设工作，推动更多领
域应用场景开放，梳理企业能力清单，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服
务的对接，让应用场景建设更“聪明”地服务城市副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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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轮休人员轮休、、机械不休机械不休””，，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中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中。。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加大多校划片力度 新增2万个中小学学位

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
服务平台5月1日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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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街一巷到连片提升
本报记者 曲经纬 冯维静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周边区域环境提升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周边区域环境提升，，打造贴近居民生活的城市客厅打造贴近居民生活的城市客厅。（。（效果图效果图））

“十三五”期间，城市副中心140条背街

小巷初期整治完成，在此基础上，去年，全市

启动新一轮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

168 条背街小巷列入新的两年行动计划。

其中，87条为日常维护项目，81条为后期精

治项目，目前已有 32条背街小巷完成精治

验收，今年将再完成剩余的49条。

让人惊喜的是，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

不只局限于一条小街小巷，而是逐渐由街巷

向周边社区、景区、平房院落、花园绿地、支

路胡同延伸。在背街小巷附近社区中，小到

增补座椅、阻车桩、健身器材等城市家具，大

到街区布局、文化中心、商业中心营造，包括

架空线入地、空调外机穿“新衣”、学校周边

增设家长等候区、街角边界增补绿地、口袋

公园等举措，让市民享受到越发完善的生活

环境配套服务。

今年，城市副中心更以街区为单元，将改

造与街区更新、老旧小区整治相衔接。以

“点”突破、以“线”带动、以“面”覆盖，将168条

背街小巷整治，由单一街巷变“组团式”连片

提升。

永顺中街，一条不到 500米长的
小巷，西起通惠北路，东至永顺西里
小区尽头，北边挨着永顺西里小区，
南边则靠着两个大型小区和医院
等。两侧聚集了商业餐饮、办公、居
住等各类建筑，违建扎堆，与比邻的
运河商务区形成鲜明对比。

去年底，永顺中街迎来改变。
机械开挖路面、工人栽种绿化苗木、
千余平方米违建拆除后，摇身变公
园。眼下，小巷改造即将收尾，居民
马国亭不禁感叹：“家门口环境提升，
街巷齐整，小区里也跟着‘沾光’了！”

他这么说，是因为改造并非仅
限于这条小巷，而是将附近居民小
区的需求都纳入整治范围。改造期
间，设计团队问计社区，尤其关注老
年人和儿童等特殊人群需求，从水
电气入户问题、老旧宿舍楼改造等
居住“痛点”入手，将大家的建议融
入整体改造方案。

“社区改造的整体设计突出‘怡’
字。借小巷整治我们在小区里设计
了廊架休息区、老人休憩区、儿童游
乐区、运动健身区等功能分区；重塑
绿植空间，补充种植层次；从景观节
点、道路交通、建筑界面、景观照明、
市政设施、海绵城市六大方面入手，
全方位打造老幼友好型街区。”主持
改造的设计师于波介绍。

同在去年，潞河中学北街路侧 3
个小区 17栋楼也开始结合背街小巷
整治同步环提。

潞河中学北街 6 号楼、10 号楼
周边原本“晴天遍地土、雨天一脚
泥”的土路被重新铺装，过去横七
竖八、见缝插针乱停放的机动车如
今在新场地上整齐停放。楼体加

装外墙，楼后垃圾山被清走，违建
被拆除，改建了两个迷你花园。通
州区城管委还与属地街道居委会
协商，协调住建委、供电、供暖公司
等多部门，尽量帮助解决居民上下
水及电路改造等实际困难。

像这样“捎带手”提升周边居民
居住环境的例子还有很多。

乔庄北街在完成背街小巷街面
整治提升后，又将隐藏在小区内一
直荒废的社区公园一并整治。半年
时间，一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的古
风公园与居民见面，让人眼前一亮。

伴随老城“双修”的深入和背街
小巷精细化整治，“美丽”还延伸到了
平房院落。

粮食局直属库平房胡同位于运
河西大街北侧。该平房区内共有一
巷、二巷、三巷三条胡同，每条胡同
长 70 米到 200 米，均被列为背街小
巷整治范畴。

家住在此的李晓芳现在每天有

了活动的场所。早上买完菜，她习
惯拎着篮子沿小巷遛会儿弯。环境
美了，家门口就有了好景致。走累
了，还能在廊亭里坐下歇歇。这个
小亭子就是利用背街小巷整治拆违
腾出的空间修建的。

排水是这个平房区的“老大难”
问题。“以前雨季积水最深能没膝盖，
太遭罪了！”老居民杨怡然告诉记
者。此次背街小巷改造给大伙儿带
来了惊喜，改造时为胡同增加了排水
设施，管线伸进每个院落，雨污分
流。院儿里的路面也一并修缮平整。

在胡同里的另一条小巷，老化
的墙体则被改建为镂空栅栏，墙外
漪春园的景色一览无余，街坊邻居
推窗见景。春天，漪春园内绿意盎
然，鲜花盛开，一湾湖水微波荡漾，
景色宜人。“每天都能看见好景色，
心里能不高兴吗？而且，还给每家
换了新防盗门，生活环境真是越来越
好！”居民马玉生由衷赞叹。

从街区到社区再到景区的“组团
式”改造，已成为城市副中心背街小巷
整治的特色。

“一支塔影认通州”，燃灯塔所在地
“三庙一塔”景区位于城市副中心的中心
区域。这片老城胡同区在背街小巷整治
腾退后，建成了 2万平方米的活动广场。

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广场还精心进行了绿化设计。以“千
年古韵、佛铃金波”为主题，在寺庙前种
植油松、白皮松、国槐、银杏等传统乡土
树种，在银杏林外又增加元宝枫、白蜡、
金叶槐等彩叶树种。广场西侧，土丘微
隆，大面积乡土树种好似屏风，将西侧现
代高楼大厦掩蔽起来；广场东侧，古典园
林与西侧绿林屏风遥相呼应，为市民提
供良好舒适的园林式休闲空间。

这两年，通州区城管委还结合“三庙
一塔”景区、西海子公园二期周边环境提
升等工程，积极探索景区与社区融合发
展新模式，美化老巷子老房子，通过小巷
整治，让居民生活环境向景区靠拢。

紧邻“三庙一塔”景区的司空分署
街，街巷纵横风貌独特，但也隐藏着不
少治理难题。居民老杨眼看着家门口
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坑洼不
平、污水漫溢的破损路全部硬化，过去
天空中密密麻麻的“蜘蛛网”统统入地，
院儿里随处可见绿植盆栽，清爽怡人。

结合景区环境整治，通州区城管委
还对胡同里的市政设施进行隐形化、小
型化、景观化改造提升。就拿电箱来说，
隐藏进街边绿地的电箱不光瘦身三分之
一，也披上了青砖灰瓦图案的“外衣”，与
文物古朴的风格和色调相协调；无法隐藏
的电箱则采取仿古式设计，箱体四周内嵌

中国红色的仿古镂空窗棂，京味儿十足。
“我们还订制不同风格的个性化电箱。在
胡同里您能看见画着冰糖葫芦、年画儿等
彩绘的电箱，在商务楼宇周边，电箱则被
设计为现代简约风格。”施工方介绍。

如果说“三庙一塔”景区代表通州的
过去，环球主题公园则代表城市副中心的
未来。

位于文化旅游区的北京环球主题公
园是城市副中心的一张新名片，周边环
境提升也已提上了日程。按照规划设
计，城市副中心将从街区更新的角度开
展环球主题公园周边环境提升，运用部
分主题元素和色彩形成自然过渡效果，
塑造有活力的城市客厅。

据悉，工程重点是整治提升道路沿
线公共空间，整治区域以万盛南街为核
心的“四横四纵”空间体系，统筹区域内
绿化美化、架空线入地、慢行系统建设、
区域文化融入等，试点打造城市客厅。
期间，同步推进街区街巷品质提升和城
市功能优化完善，植入适老适幼、智慧
智能、运动休闲、文化沙龙等服务功能，
打造贴近居民生活、体现城市温度的公
共空间。

同时，围绕环球主题公园还将打造
疏密有致、尺度宜人的高品质城市界
面。拟对张采路（京津公路至萧太后
河）、六环路西辅路（土桥中路至京津
公路）、京津公路（云景南 大街至六环
路）等通往环球主题公园的主要道路可
视范围公共空间环境进行提升。

目前，环球主题公园周边区域环境
综合整治提升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各项
前期准备，预计 5 月进场施工，2022 年
6 月完工。

城市副中心的背街小巷环境精
细化整治还形成了多点开花、沿主
要轴线蔓延的特点，串联起各街
巷、社区、景区、绿廊。

2016 年起，城市副中心用三年
时间完成了全长 10 公里的长安街
延长线城市副中心段——新华大
街至通胡大街的提升改造。去年，
新一轮背街小巷精治项目启动，以
新华大街这条“大动脉”为轴，向纵
深一公里范围内延伸，28 条背街小
巷被列入两年行动计划。去年已
验收完工 13 条，今年将完成上元西
路、北京小学东侧路、牡丹路等剩
下的 15 条街巷。

新一轮整治提升更加注重消
除“大城市病”，着重解决停车难
等 民 生 问 题 及 生 态 绿 廊 衔 接 问
题，既注重“面子”也注重“里子”。

以通运街道荔景西路片区为例，
今年将启动荔景西路、紫运北街、桦
秀路、紫运南街四条街道及周边的环
境提升工程，主要解决停车和积水问
题。“不到 2 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
近 10个小区，占道停车、慢行系统缺
乏以及道路积水等问题长期困扰周
边居民。”设计师侯晓蕾说。

仅以桦秀路为例，12 米宽的道
路两侧停车占了 5 米，道路狭窄人
车混流，可路西侧道路红线外较大
的商业空间闲置，预测可容纳 50 辆
车。“我们这次设计就是统筹道路

红线内外所有空间，解决停车
难题。”侯晓蕾介绍，荔景西路

片 区 现 状 停 车 位 共 约 315
个，包括道路双侧停车和场

地内停车。此次规划迁移停车位
53 个，新增停车位 62 个，置换出来
的空间将让出道路慢行系统，形成
绿地空间。“挤出来的这 62 个停车
位在城市秩序梳理中实现绿地空
间和停车空间双增加，且不以牺牲
任何一种功能为代价，可谓设计上
的双赢。”侯晓蕾说。

这些被置换出来的空间还将被
打造成若干雨水花园，解决积水问
题。利用原有高差改造设计成坡道，
将雨水收集至绿地，并用汇水槽串联，
一年蓄水量相当于一个标准游泳池。

不同于荔景西路片区，北京小
学东侧路片区则迫切需要解决架
空线入地和衔接公园边界地问题。

这一片沿线有架空线杆 42 根，
有的占用了人行道甚至是盲道，有
的就在街角和公园入口，破坏临街

景观。牡丹路上一条用来牵拉电
线杆的钢丝还曾绊过机动车。架
空线入地亟待解决。

另外，北京小学东侧路与牡丹
路平行，在两条路南侧是一条南北
向的绿廊，均宽 50 米，向南延续 3
公里。“北京小学东侧路和牡丹路
是这条绿廊的北端，对它们进行整
治提升，将与绿廊连成片，贯通跑
道和散步道，沿街也会打造景观节
点。”侯晓蕾说。

目前，绿廊北侧三分之一已建
成，南延还是一片空地，地上高压
线尚未挪移。侯晓蕾说，绿廊整体
改造建设方案已经出炉，未来在
绿廊南侧将形成牡丹园林、月季
园林甚至是水仙园林，呼应武夷
花园社区的牡丹园、月季园、水仙
园，带动社区居民共建。

过去，说起背街小巷整治，往往只局
限于某条街巷、某条胡同。而如今，环境
提升由一条街巷向四周蔓延，以线带面，
形成“组团式”连片整治效果。

2020 年，城市副中心重点在老城区
范围内集中连片打造五大片区，即北苑区
域、果园区域、乔庄区域、通运区域、中仓
区域。截至目前，32 条背街小巷精细化
整治提升任务已完成，城市副中心逐渐美
成一片。

多年来，乔庄始终走在美丽乡村建设
前头，2015年率先开始老旧小区改造，14
个小区先后“变装”，2019 年开始整治连
接各个小区的背街小巷。设计师于波称，
这里主要以商业改造为主，营造兼具繁华
商业与宜居的和谐街区。

从运河西大街北侧一个巨大的钢结
构“乔”字一撇一捺下穿过，便进入乔庄商
业街，10米宽道路一侧商业林立，另一侧
海棠飘雪。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被铁
皮包出来的“脏街”。

“与大型购物中心不同，社区商业业
态混杂，门楣本身就显得杂乱，加上饭店
排风管线裸露，风雨廊柱参差不齐，让整
条街道显得拥挤凌乱。”于波说。

“牌匾就像人的刘海儿，不能一刀
切，既要剪出层次，又要符合脸型。你
看这些牌匾，虽然统一色调，但各具特
色，我们鼓励商家设计自己的 LOGO。”
于波说。设计团队根据牌匾管理标准列
出尺度比例，并编制 5 种色卡供商户选
择，牌匾背后则藏着各种管线。如今，这
条街上已不见杂乱的铁皮，消防通道也
让了出来，风雨廊柱整体错后，整整齐齐。

沿乔庄商业街一路向北便到了乔庄
北街，这条路西连玉桥中路东至滨河中
路。除了规整沿街商业门脸，道路秩序也

重新梳理，无障碍带、慢行带、车行带、绿
化带、设施带清晰分离。

“以前乱是因为在功能设施没区分。
现在通过功能区划分引导行为，在固定的
地儿干固定的事儿，便会建立起自然而然
的秩序。”于波说。乔庄的背街小巷整治不
仅局限于8米以下的小巷，而是对相邻街巷
进行“组团式”连片精治。

经过治理的乔庄北街，不仅“遮了
羞”，沿路还多了许多口袋公园、小广场、
停车位。乔庄商业街、乔庄北街、乔庄后
街，一直通往北侧京秦铁路线的公安学
校路，两横两纵道路如今秩序井然。提
升改造也无形中带动了各个社区自发改
造，站在路边向小区内部望去，道路明显
是新修的，一些城市家具也进行更换。

“这就是‘整治一条街，美化一大片’的最
好诠释。”于波说。

2020 年和 2021 年，城市副中心着重
改造“复兴里片区”，以潞河中学北街为
整治重点，并将附近的疾控中心东侧路
和潞河园路纳入整治范畴，形成“组团
式”连片整治。待今年“复兴里片区”整
治提升完毕后，将与“果园片区”连通，形
成总面积达 1.08平方公里的背街小巷精
治片区。

通州区城管委负责人表示，今年仍有
五大片区改造，分别是西海子片区、复兴
里片区、北京小学东侧路片区、荔景西路
片区、临河里片区。全部是以街区为单
元，“组团”连片推进。其中，西海子、复兴
里两个片区将成为全市环境精细化整治
示范片区。

城市副中心背街小巷治理正如水墨
点染，以线带面，向周边不断“晕染”，
逐渐连片，形成一幅舒雅有致、宜居
宜业的“水墨画卷”。

由街巷向社区大院延伸由街巷向社区大院延伸 由支路向景区延伸由支路向景区延伸

沿一条沿一条““动脉动脉””两侧延伸两侧延伸
““组团式组团式””连片精治美化一大片连片精治美化一大片

一批又一批颇具副中心特色的美丽宜居街巷出现在市民身边一批又一批颇具副中心特色的美丽宜居街巷出现在市民身边。。

乔庄一处社区公园整治后古风浓郁乔庄一处社区公园整治后古风浓郁，，让人眼前一亮让人眼前一亮。（。（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