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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协同

94公里河道88个弯 保留原生古河道形态

据了解，大运河河北段包含北运河、南运河、卫运河、
卫河及永济渠遗址，以及白洋淀与大运河连通部分。
河道总长约530余公里，流经河北省廊坊、沧州、衡水、邢
台、邯郸及雄安新区等五市一区的21个县（区、市）。

大运河河北段沿线河道、减河、分洪设施、险工、水
闸、桥涵、码头及沉船遗址等遗产丰富，有重要价值的运河
本体遗存遗址30处。其中，南运河沧州—衡水—德州段、
谢家坝和华家口夯土险工“两点一段”列入了世界文化遗

产；沧州市东光县连镇谢家坝和衡水市景县华家口夯土险
工是“糯米砂浆”古法铸造运河大坝技术的典型代表。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党组成员贾乐堂说，大运
河河北段人为损毁较少，堤防体系相对完整，保持了
漕运时期河道的规模与形态。其中，沧州至衡水段
河道尤为突出，从东光连镇谢家坝到四女寺枢纽全
长 94公里的河道内就有 88个弯，沿线“河、滩、堤、
林、田、草”蓝绿交织，至今保留着原生古河道形态。

构建博物馆展示体系

河北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介绍，还将建立健
全分级分类保护名录和档案，持续推进考古工作，
分期分类分批实施保护工程，建立安全长效管护
机制，全面提升保护、管理、监测的整体水平。同
时，严格管控周边历史风貌，切实维护遗产的真实

性、风貌的完整性和文化的延续性。构建综合博
物馆+专题博物馆+展示馆（或陈列馆）的博物馆展
示体系。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多层次文化遗产
现场展示体系，阐释运河文化对两岸经济社会生
活的作用。

2025年适宜河段旅游通航

据介绍，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已建成包括
《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等在
内的“1+6+1”的省级规划体系。

按照规划，到 2025年，河北省各类文化遗产保
护实现全覆盖，大运河河道水系正常年份全线有
水，河道生态水量得到基本保障，河道水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适宜河段实现旅游通航。同时，绿化生
态廊道建成，建成一批代表运河特色文化的旅游示

范项目，形成河北省大运河文化旅游统一品牌。
“到2025年，生态空间布局基本形成，绿色生态廊道

全面建成，违法违规项目有效控制，水生态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劣Ⅴ类水体基本消除。”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总工
程师赵根喜说。到2035年，河北段大运河文化遗产实
现科学保护、活态传承、合理利用。河北省大运河文化带
作为文化生态发展走廊全面建成，与大运河沿线各省（市）
共同打造形成世界知名“千年运河”文化旅游品牌。

京杭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
北京），途经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
北京两市。如何引领大运河全流域交流合作？折
子工程中也明确，今年通州区将加强与天津、河北
关于北运河历史文化交流，举办通武廊文化交流

季等特色活动，加强京津冀的横向联系，不断扩大
运河文化的影响力；办好“京杭对话”、文创大赛等
全流域品牌文化活动，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创新
合作模式，共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历
史文化资源。

引领大运河全流域交流合作

打造通州新标志性景观

在提升旅游休闲功能方面，作为折子工程
重点项目之一的北运河通州段 40 公里河道已
在 6 月 26 日实现全线旅游通航。接下来，今年
还将整合“三庙一塔”景区、运河公园、大运河
森林公园等运河沿岸文化旅游资源，积极推进
一级游客中心选址、文旅平台组建对接等重点
任务，以 5A 级景区标准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拓展体验性、互动性的特色文化
增值服务。

同时，通过大运河 5A 级景区、城市绿心、环
球主题公园、路县故城、通州古城、张家湾古
镇等项目的推进，持续打造通州新标志性景
观。加大对通州区大运河名人、名家、风物、
名言和各类人文景观的宣传推介力度，积极
引入大运河特色主题酒店、餐饮、民宿、娱乐
等配套项目，打造大运河旅游精品，引导和推
动大运河旅游向国际化、品牌化、高品质方向
发展。

“三大建筑”年底前完成幕墙工程

在文化项目建设方面，今年将推动大运河
博物馆（首博东馆）、城市副中心图书馆、剧院
建设，力争年底前完成幕墙工程。编制宋庄艺
术创意小镇规划设计及艺术产业发展规划，以
建设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为平台，落地艺术银
行等。

同时，张家湾设计小镇将推进北京国际设计

周主题园区建设，办好北京国际设计周，打造城
市副中心东南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的国际高
地。完成台湖演艺小镇国土空间规划和交通体
系专项规划，推进京城重工、图书城等改造提
升，组建艺委会和运营平台，办好（台湖）影偶艺
术周、台湖演艺艺术周、台湖星期音乐会等文化
活动。

完善绿道系统建设增加亲水步道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最大的民生福祉。
在大运河沿线环境治理方面，今年将加快实
施 通 惠 河（通 州 段）水 环 境 综 合 治 理 二 期 工
程、加快实施萧太后河景观提升及生态修复
工程，完成一期工作任务，增加河道亲水性。
同时，把观水、近水的滨水休闲空间作为河道
规划设计的重要内容，整体设计好运河天际
线，结合运河沿线文化古迹和历史典故，注入

运河文化元素，构建“河城一体”的大运河文
化带整体风貌。

今年，还将加快通州堰建设，推进温潮减河前
期工作、推进北运河（通州段）综合治理工程，开展
河道扩宽加固等工程施工，逐步实现北运河（通州
段）防洪达标。完善大运河绿道系统建设，增加亲
水步道，以大运河绿道串连绿色生态空间、历史文
化遗迹、公共文化展示场所。

保持河道生态原貌 不使用生硬材质

在目前已开工的萧太后河通州段景观提升及生
态修复一期工程现场，记者看到，新修的河道宽敞整
齐，挖掘机正在下游段开挖清理河道沿岸，工人们对
河道内树木进行砌石护岸。据区水务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在河道生态修复过程中为保持河道生态原貌，
不使用生硬材质，不改变河道走向，尽量保留河道树
木、水生植物等生态资源，通过水生动植物吸附、分

解、净化河道的内源污染，恢复河道自净能力。
据介绍，萧太后河是北京地区最早的人工运

河。此次通州段景观提升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工
程，西起通州、朝阳交界，东至京哈高速公路，全长
3.2公里。工程主要包含河道范围内的交通系统、
展示萧太后河自然风光和体现生态休闲功能的景
观广场节点、绿化种植、灌溉系统、照明系统等。

从“流淌的遗产”中挖掘活的历史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是世界上里
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
河之一。对于如何从流淌着的遗产中挖掘活的
历史，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答案：“要古为今用，
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

所以，在文化内涵挖掘与数字展示方面，今
年通州区将通过举办中国（北京）国际运河文化
节，促进大运河文化传播，提升大运河文化影响
力；充分利用 3D 影像科技、VR 虚拟展示、场景
模拟展示、多面体互动展示等手段，讲好运河故
事；依托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组织做好古镇古村
历史文化等课题研究，充分挖掘平津战役指挥

部旧址、平家疃村等红色文化资源，做好展示传
承和内涵研究；完善通州区大运河文化带非遗
目录，将雕漆制作、风车制作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纳入文化街区、博物馆等展示内容。

同时，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
基地，支持传承人及项目保护单位在秉持传统的基
础上不断发展创新，促进非遗活态传承；围绕大运
河主题，策划开展文创大赛、文化高峰论坛、艺术周
等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深度挖掘通州本土特色，创
作一批反映大运河历史文化，推进“漕运三部曲”：

《漕运码头》《漕运古镇》《漕运船帮》等一批体现时
代精神和城市副中心特色的精品力作出版发行。

记者梳理40项具体任务发现，在文化保护传承
方面，今年通州区将完成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先行
启动区一期园林绿化工程，推进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
示工程建设，开展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二期建设前
期工作。加快编制张家湾古镇保护开发专项规划。

同时，依托大运河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工作，
以“三庙一塔”景区为核心点，开发建设蕴含运河文化
特色项目，通过科技展示、互动体验、视觉包装等手
段，打造运河文化集中展示区；研究实施标志性运河
历史文化建筑恢复计划，推动瓮城遗址广场建设。

加快推进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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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通州区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建设）2021年折子工程中，
涉及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内涵挖掘与数字展示、沿线环境治理、文化项目建设、提升旅游
休闲功能、引领大运河全流域交流合作、加强组织政策保障等 7大方面、40项任务。

城市副中心发布今年大运河文化带建设40项任务

西青区委副书记、区长白凤祥介绍，杨柳青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位于千年古镇杨柳青，规划占地面
积2800余亩，分为历史名镇、元宝岛、文化学镇等三
个板块，总投资52亿元。公园建成后，将成为来津旅
游主要目的地和天津文化网红打卡地，预计每年将
吸引游客300万人次，实现各类收入30亿元以上。

目前，已编制完成了运河文化公园（元宝岛）项
目建议书，现正抓紧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考古挖
掘推进方面则完成了元宝岛地块考古挖掘工作，正
在进行文化学镇板块考古挖掘和文物保护评估审
批工作。

设计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首先要充

分了解大运河天津段。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黄
晶涛介绍，天津大运河的特质是大运河北方唯一的
河海联运枢纽，联系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枢纽，
也是“双卫拱京畿”区域格局的水运枢纽。先有大
运河，后有天津卫，拱京畿，连江南，通西域，达东
海，坐拥首都空间地理格局的“津”角之势。

杨柳青年画就是基于运河而出现的民间艺术，
是运河文化的精神展现。杨柳青代表了中国古代
国家治理和中国北方古代乡村发展的特质。未来，
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整体风貌以突显明清
天津运河的古风古韵为总基调，彰显中华魂、明清
风、天津味、年画神、运河韵。

京津冀三地出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任务书京津冀三地出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任务书
本报记者 李如意 刘薇

日前，通州区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2021年折子工程正式发布。这两天，作为40项具体任务
之一的萧太后河通州段景观提升及生态修复一期工程正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3.2公里河底完成清淤、3250米灌溉管线
铺设完毕、种植乔木2633棵、建设生态护岸1690米……记者
昨天了解到，作为今年城市副中心“蓝绿交织”生态图景的
重要组成部分，该段预计年底前全部完工。届时，萧太后河

通州段将变身成为大运河沿线一道历史文化与现代景观交
织的城市绿廊。

其实，6 月 26 日，北运河通州段全线旅游通航就已经
完成了折子工程 40 项重点任务中的关键一项。当天，北
运河廊坊段也同时通航。推进北京段和廊坊段大运河
游船通航，既是大运河文化带的保护传承利用的重要内
容，也是建设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城市副中心

的重要支撑，更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战略项
目叠加的背景下，通过大运河文旅建设，将更加丰富京
津冀段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新理念,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

为此，京津冀三地日前均再次出台相关文化带建设保
护相关规划和措施，协同开展大运河文化带区域建设。

天津 将建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日前，天津市举行打造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新闻发布会。该公园规划占地
面积2800余亩，分为历史名镇、元宝岛、文化学镇三个板块，总投资52亿元。建成后将
成为展现大运河历史风貌、呈现时代风采、彰显津沽文化价值的国家级标志性工程。

摸清大运河文物“家底”

天津市发改委副主任梁军介绍，目前已摸清大
运河文化相关文物“家底”，建立了保护传承利用清
单。通过细致排查，天津大运河沿线共有实物遗存
29处，文物保护单位55处。在完善“有保护范围、有
保护标志、有记录档案、有保管机构”的基础上，天津
市将在大运河沿线竖立近30块石质基座“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标志、两座“世界文化遗产”标识、100
处遗产区界桩和57处缓冲区界桩，全面系统搜集梳
理大运河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建立档案资料库。

天津市文物局局长徐恒秋表示，天津将进一步

实施文物古迹修缮工作。对九宣闸、北洋大学堂旧
址、天津广东会馆等一批大运河沿线文物保护单位
进行有效保养和修护。同时，在大运河沿线开展静
海区张官屯窑址、北辰区张湾沉船等重要考古调查
勘探发掘。其中，张官屯窑址被市政府公布为第五
批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强化文物安全制度，推动文物安全纳入
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文物保护志愿者队
伍，落实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巡查制度，确保文物
古迹安全。

将建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河北

日前日前，，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体介绍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体
系有关情况系有关情况。。目前目前，，河北大运河已构建起河北大运河已构建起““11++66++11””省级规划体系省级规划体系。。规划提出规划提出，，到到 20252025年各类年各类
文化遗产保护实现全覆盖文化遗产保护实现全覆盖，，大运河河道水系正常年份全线有水大运河河道水系正常年份全线有水，，河道生态水量得到基本保障河道生态水量得到基本保障，，
河道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河道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适宜河段实现旅游通航适宜河段实现旅游通航。。

“香河外滩”成网红打卡地

北运河最早开凿于东汉末年，千百年来，河北
省廊坊市香河县以北运河为依托生存繁衍。北运
河香河段上连北京通州，下接天津武清。在古代，
流经香河的“龙头凤尾北运河”是入帝都的通衢要
路、南粮北调的重要漕运通道，香河因此被称为“首
都之门户 漕运之咽喉”。缓缓流淌的北运河孕育
了香河的一方水土，衍生了当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
化，而若干条历史文化带交叉聚集在一起，也使香
河成为了京津冀运河文化中一道独特风景。

廊坊段通航后，又适逢周末，来大运河打卡的游
客大幅增加，两岸美景让游客流连忘返。记者来到
位于北运河安运桥西岸的运河文化公园，行走在滨

河步道上，碧波荡漾的北运河在身边流淌；站在中式
景观亭内，运河两岸茂密的林带一望无际。园内融
入了古淑阳八景石刻壁画、文化墙和香河历史名人
雕塑、民俗文化雕塑等文化元素，更彰显出千年古运
河的深厚底蕴。如今，这里已成为香河群众喜爱的
旅游“打卡点”，被形象地称为“香河外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
授王晖表示，结合运河通航，香河县打造了中心码
头、运河文化公园、景观大道、王家摆大桥，这些为
当地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同
时，结合运河水乡的特点，香河未来也可成为京郊
休闲旅游的目的地。

2025年大运河河北段文化遗产保护全覆盖

企业开办从4日缩短为“秒批”，推行“达标免检”给企业减负……

城市副中心简政放权释放活力
本报记者 陈施君

重大工程建设步入“智慧时代”

城市副中心工地来了机器人
本报记者 陈强

本报讯（记者 李如意）天津市政
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天津市水安全保
障“十四五”规划》。规划指出，以大
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上升为国家
战略为契机，加强河道水系综合治
理，积极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打造贯穿南北的绿色生态廊道。

大运河天津段北起武清区木厂
闸，南至静海区九宣闸，全长 182.6公
里。规划提出，重点实施北运河筐儿
港枢纽—京津塘高速公路桥、振华桥
—京津城际铁路桥以及老米店节制
闸—永北汇流口三段，共计 15.6公里
河道综合治理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
河道清淤、调整堤线、新建堤防以及
河道绿化等，全面提升河道排涝能
力。推进北运河适宜河段旅游通航，
实施北运河橡胶坝、船闸等工程，实
现中心城区桃花堤景区—大悲院码
头区段、武清区南蔡村镇—筐儿港水
利枢纽段 2段河道旅游通航，并具备
与河北省通航条件。

重点保障大运河生态用水，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框架下，统筹北运河
流域水资源，争取北运河上游入境水
量，积极引调于桥水库水，充分利用
本地地表水、再生水，构建多渠道多
水源保障格局，实现大运河的生态、
防洪、文化、景观等多种功能。

结合北运河两岸国土空间开发
建设需求，合理优化岸线空间布局，
明确岸线功能分区，规范岸线开发利
用，严格北运河水域岸线空间管控，
促进岸线资源整合优化和综合服务
功能提升。

天津市发改委副主任梁军介绍，
天津市先后批准印发了《天津市大运
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天
津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行动
方案》《大运河天津段核心监控区国
土空间管控细则（试行）》，着力打造
文化遗产活力焕发的大运河示范
带。围绕重要文物和遗址遗迹保护
修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
资源保障、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天
津市精心谋划了近三年可启动、论证较为充分的 9大类 51项
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 310多亿元，其中 10个项目已完工、17
个项目已开工或启动实施、24个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同时，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实施大运河文脉整理研究工
程，建设大运河标识体系。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和系列旅游产
品，加快完成停车场、驿站、码头等配套设施。对大运河两岸
实施绿化提升，打造绿色生态廊道。加强大运河河道水系治
理，统筹推动北运河旅游通水通航，加快推进北运河津冀段连
通。加强大运河文化整体宣传，打造一批特色节庆、民俗品牌
活动和群众性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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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备受关注的城市副中心站
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又有新进
展。记者从建设方京投枢纽建
设管理公司了解到，02 标段一
分部中铁建工集团已率先开展
地下二层顶板结构施工。整个
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将于2024年
12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
纽将打造成为绿色生态、舒适宜
人、站城一体、产城融合的门户
型智慧交通枢纽典范。记者日
前探访施工现场，发现工地上
应用了不少机器人设备，副中
心的重大工程建设已步入“智
慧时代”。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地基坑南侧，
是钢筋加工棚。在传统施工工地，钢筋加工这个
环节特别耗费人力。但记者在这儿只看见了6名
技术工人。他们有的在操作控制台，有的负责看护
设备运行，没有一个人干“体力活儿”。面前的钢筋
加工自动化机器人，不仅可以按照要求毫米级切
割钢筋，还能非常精准地给钢筋头打上螺纹。

现场技术工人介绍，这样一台自动化设备，

每天可处理 100 吨钢筋。搁过去，这需要花费
上百名工人一天的时间。

有了机器人帮忙，工人只需在显示屏上输
入半成品钢筋规格、型号、数量等数据，机器人就
自动拉动钢筋，不仅能将钢筋调直，而且还能将钢
筋加工成形状不同的各种构件。记者触摸后发
现，使用机器人加工过的钢筋，两端的切头平滑整
齐，摸上去如同一元钱硬币的感觉，看上去如同熟

练的家庭主妇用菜刀切过的蒜薹一般平整。
项目部工程技术部部长刘渝琳说，这种施

工方法不仅提升了加工精细程度，还大大节省
了人力成本，并且让施工质量更加可视可感。

“过去做这种钢构件，需要很多人配合，几位工人
负责配合着搬运钢筋，其他人有的负责测量制
作，有的负责打螺纹，不仅成品规格不能保持完
全一致，效率也仅相当于机器人的十分之一。”

钢筋加工机器人 精准切割钢筋如同切蒜薹

测距精度提升至毫米级BIM放线机器人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地上
总建筑规模约139万平方米，地下总建筑规模约
128万平方米，地下一层是城际车站进站厅、城市

公共空间和商业配套设施；地下二层是城际车站
候车厅和出站大厅，以及地铁平谷线、地铁 101
线、地铁6号线的换乘空间，并布置了社会车辆与

出租车上客区；地下三层是城际车站站台与轨道
层。如此复杂的设计，需要施工方在建设中把
测量放线工作尽可能做精细。(下转 2版)

企业开办从4日缩短为“秒批”，推行“达
标免检”给企业减负，事项下沉、跨区通办、
跨省通办，让企业群众家门口就能办……近
年来，城市副中心通过简政放权，不断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新活力，政务办事效
率进一步提高。

精简审批流程

6月 23日，中国北京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通州园区服务大厅内，新加坡籍人士甘先
生一次性领到了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两个
证件，这也是城市副中心首笔外国高端人才
（A 类）工作许可、居留许可“两证联办”业
务。通过简化审批流程，办理时限、办事人
跑动次数都大大缩减。

该业务经办人、区人力社保局工作人员
陈剑告诉记者，以前这两个证件需要在人力
社保、出入境管理部门分别办理，办理时限
分别为5个、7个工作日，总共需要12天。如
今，城市副中心在“两区”建设一站式服务中
心设立了综合窗口，减少中间环节，办理时
限相应缩短，办事人只需网上提交资料、现
场“一窗”交材料，7个工作日后，就可以同时
取到两个证件。“中间环节由我们各部门之
间进行对接，让数据多跑路，办事人只需要
跑一个地方，交一次材料。”

近些年，城市副中心持续精简审批事
项，用政府的减权限权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
力。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通州区落实北京
市政务服务事项中取消、下放和承接行政审
批事项共 70项，其中，取消 47项，下放承接
事项23项。

2020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获得了在发展
改革、规划自然资源、城乡建设等相关领域
30项市级审批职权。首批下放的 30项职权
当中 80%与项目落地直接相关，从规划综合
实施方案审批，到土地一级开发、土地拆迁征
收，以及土地供应，再到项目建议书审批、投
资项目核准，一系列权限的下放，打通了项目

落地的关键环节，截至目前，城市副中心已利
用市级赋权完成权力清单事项审批97次，为
加速土地上市和项目落地注入了强大动能。

创新监管模式

在通州区政务服务大厅，张家湾设计小

镇入驻企业易兰国际集团副总姜学林刚提
交了企业开办登记材料，后台的打照设备就
开始打印了。“早就听说城市副中心登记业
务能实现‘秒批’。效率太高了，企业享受的
服务堪称贵宾级的！”

为加快构建副中心现代化市场监管
体系，城市副中心利用新技术、新手段来
探索智慧监管新模式。自 2020 年起，城

市副中心精简企业开办审批流程，办事人
对市场主体的名称、经营范围、住所等登
记事项实行自主申报，登记机关不再对
办事人提交的章程、协议、决议等文件内
容进行实质审查，而是根据申请人的申
请和信用承诺即时通过登记，通过市场
主体告知承诺制度，实现了许多人所称
的“秒批”。(下转 2版)

详见3版

通州区政务服务大厅提供高效服务通州区政务服务大厅提供高效服务，，通过优化流程通过优化流程，，使办事人办理时限使办事人办理时限、、跑动次数都大大缩减跑动次数都大大缩减。。((资料图资料图)) 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钢筋加工自动化机器人提高了钢筋加工精度钢筋加工自动化机器人提高了钢筋加工精度。。 工人正在操作工人正在操作BIMBIM放线机器人测定基点位置放线机器人测定基点位置。。 焊接机器人可实现一次焊接合格率焊接机器人可实现一次焊接合格率100100%%。。

中
铁
建
工
集
团
供
图

中
铁
建
工
集
团
供
图

通州年内完成
119个村饮用水质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