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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域潮白河的前世今生
张九江

若是有人问起今天的通州人“潮白河在哪里”，大概百分之百的人会不约而同地指向通州区的东部，白庙大桥下那条与河北省三河
市交界的大河，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要是再问一句“漒漒（音：qiáng）河在哪里？”，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会摇起头来。这也很难
怪，因为今天的《通州地图》上根本没有标注这条河流的名称。

其实，在通州的河流演变史上，原本各行其道的潮白河与漒漒河现在走的是同一河道，即潮白河也是漒漒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笔者作为土生土长的潮白河边人，在撰写家乡的史志时，有幸阅览了涉及通州区自明、清以来的部分旧、新志书，联系村老的传讲、

实地考察并请教区文史专家，终于弄清了原由，现梳理如下。

逍遥流沙自在河逍遥流沙自在河

上源东为潮河西为白河上源东为潮河西为白河

展开民国或清朝的《通州疆域图》，上边明白
地标注着通州北部主要有五条自然河流并流南
下，从西向东依次是：从朝阳区进境的坝河；自昌
平而至的温榆河；自顺义而入的小中河；自密云
而来的潮白河；自顺义而到的漒漒河。

显然，当时的潮白河进入通州北境后流向
是跟今天大不一样的，是向西拐弯儿的。在向
西（南）拐流十几公里后即与西边的温榆河、坝
河、小中河以及从京城西玉泉山而来的通惠河
等依次汇入北运河，构成京杭大运河的水源。
其中，概因潮白河、温榆河、通惠河为运河之主
要水源，故，民国通州志书认为运河之端头从东
关算起。

那么，潮白河又有怎样的来历呢？
据有关史料记载，这条流经北京北部、东部

的重要河流属于海河水系。其上源有两支，东支
为潮河，西支为白河。

东支潮河，古代称大榆河、濡河、鲍秋水。因
河流坡降大，水流湍急强悍，其声“时作响如潮”，
古代又称为潮河，发源于今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
县草碾子沟南山下（一说为该县黄旗镇潮河源
村），经滦平县，自古北口入密云区境，中途有安
达木河、清水河、红门川等支流汇入，在辛庄附近
入密云水库，市境内河长72公里。

西支白河，自古汹涌澎湃名称多变。秦朝以
前称湖灌河、沽水，（沽音读“苦”，概易泛水患，造
苦人民），西汉时称沽河、潞水。西汉时，在今密
云与怀柔交界处的梨园村设一渔阳郡，下辖四
个县城。其南部广大区域设置的路县便是其中
一个，县城设在沽水东畔今潞城镇古城村处
（2016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城市副中
心建设中已发掘出古路县城遗址 35 万平方
米），此时人们把路县县城之西之沽水名改称潞
水。东汉末年到三国魏时，朝廷曾利用潞水漕
运粮物供应守边将士，曾将此河称作笥沟。隋
唐时笥沟不再用漕，又改回原称潞河、潞水，金
代因此河沙岸宽广（涨水年，北寺庄后至庞村间
水面宽达三四里地）俗称潞沙河，但正史仍称作
潞水。如旧志载“刘锡信《考古录》云：辽东军破
通州，燕帖木儿兵击之，皆渡潞水走……”后有
载称溆水、白屿河。元朝时，顺义牛栏山以下潞
水段河道渐宽，白沙累累，难长青草，所以此河
段又称为白河（传北寺庄之原址寺庙即座落于
白河岸边曾俗称“白大寺”）。发源于河北省张
家口地区沽源县的白河，南流经长城至赤城县
折向东流，于延庆区白河堡村西北进入北京市
境，东流经怀柔区青石岭入密云区，沿途有黑
河、汤河、白马关河等支流汇入，在张家坟附近
注入密云水库（修建水库之前各行其道）。

潮、白两河出库后，各自排放故道，于密云城
之西南的河漕村西北会合南流（至民国时通州城
以北）始称潮白河，时已明代。此后又因两河合
一、迁徙无常、泓船驳运，因而又称之为鲍秋水、
自在河、漕河、通济河、白漕、潞河等混杂的称
呼。不过，在清代、民国时的通州史志上，仍标称
为白河，如清《通州志》注：“潞河，一名白河，古鲍
秋水……”

销声匿迹销声匿迹的的 河河

再来看一看1659年的清代《通州疆域图》，最东边所标
注的“漒漒河”，把其走向、位置和今日之《通州区地图》所
标“潮白河”比较，除河道加宽了许多外，难分彼此。那么，
这条销声匿迹的漒漒河历史和传说又如何呢？

先来看一看清·光绪《通州志》上的记载：
“牛家务河：旧志云一名绛河，在州城东潞邑二乡。

源出牛栏山，经西赵村过绛桥至王家渡……按此即漒漒
河，今亦名箭杆河。河流如故，在州城东十八里。其上
流从牛家务来，故旧志即称为牛家务河也。现有石桥即
旧绛桥。”

再来看一看民国徐白先生参与编写过的《通县编纂省
志材料》及《通县志要》上对漒漒河的记录：

“漒漒河，又名箭杆河，俗名小河（时潮白河称大河），
源出平谷县煖泉。经顺义县至东牛家甫入县境，过冯家
埠、枣林庄、白庙、田辛庄、石家庄、贾家疃、辛各庄、吕东
仪，曲折东南入香河县境。经过本县境内共二十六里半。”

最后，再看一看已故通州文史专家周良先生的考证
文字：

“漒漒河，俗称箭杆河，以流速快而名。本是秦汉时
期鲍邱水（概 2200 年前潮河乱流所遗）的故道，明代称
搬罾河……”

比照古今文字记录，虽然地名用字多有变化，发源地
说法不一，但确定无疑，在古老的通州东部实曾有一条抚
界南流的河流存在。它就是漒漒河俗称櫤（箭）杆河，下游
窝坨村以南地段又俗称窝头河的小河！

当然，对于这条河流的了解，连 60多岁的土著村民也
知之甚少，有些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能说出一二，亦多是
耳闻上代人的传讲。

据说，这条河流百余年前水流虽急，河道却很窄且浅，
有的河段把大柳条筐扔在河心，即可迈脚踏过河。更窄处
人可用力蹦过去。上游赵庄与沮沟村间，据村老说仅在河
道上铺搭一挂旧的木质马车架便当桥用。

在俗称上，最为普遍的叫法为“櫤（音：jiàng）杆河”，也
非县志上所记的“箭杆河”，光绪通州志之“旧志云一名绛
河”或与此说相吻合。至于通州清代后期志书把“櫤”写成

“箭”，或因《康熙字典》未收“櫤”字导致讹传。另查“櫤”
“箭”二字同属“以物为名，取譬相成”的形声字,“箭”本义
为竹，“櫤”则无解。

在通州地区及周边乡村，称麻绳缝穿盖笪、平屜用的
秫秸上部连接高粱穗之“脖颈”为櫤杆儿。故，古河民以
细、长、直的“櫤杆儿”喻一水流湍急之小河确是形象、传
神。另外，潮白河边今两代人以前对“漒”“櫤”二字读音相
同，“漒漒河”也就念成“jiàng jiàng河”。

对于此河名中用的“漒”字，笔者看到已故通州区文史
资料特邀委员陈乃文先生解释的最为肯定和有趣，录补如
下：“‘漒’字音、义同‘犟 jiàng’。当年遇到北寺庄一带外运
河（旧潮白河）决口水灌入此河时，此河就漫无边际乱流，
横冲直闯、泛滥成灾。人皆谓此河脾气执拗、倔强，如驴似
骡，故以‘漒漒’称之”。

那么，今天河畔之人为何只知潮白河不知其前身为漒
漒河（櫤杆河）呢？这便是后文将要说到的“民国二十八年
涨大水，潮白河破堤抢夺漒漒河道”的内容了。

流向变化因乱流流向变化因乱流““摇摆不定摇摆不定””

今天，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潮白河走向，大致流向约为：南流，经怀柔
区、顺义区，于通州区东北部港（音：jiāng）北村进入通州区境界，沿途有支
流怀河、箭杆河来汇。沿通州区与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边界
南流，在西集镇大沙务村出通州境界，在通州区境内河道为41.7公里，流
经 117个村庄。出通州境界后，经河北省香河县、天津市宝坻区，在天津
市北塘入海，潮白河全长约200公里。

那么，明代始在密云区河漕村汇流而成的“潮白河”的走向为何与如
今不同呢？原因便是北魏成书的《水经注》所载称 ：“沽水入潞（东汉初路
县改称潞县）乱流”（郦翁未言：河乱流因自山地入平原）。换言之，白河及
潮河的河道在历史上曾摇摆不定。

史载，东汉以前，潮河、白河各自入海。北魏时，两河在今通州东北的
宋庄地区（潞县）汇合；以后汇流点逐渐向北迁移，至五代时在顺义牛栏山
汇流；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为通漕运，经人工治理，始于密云西南
18里之河漕村汇流。

根据周良先生的考证文章及有关“志”书得知，“摇摆不定”的潮白河
在民国年间于平家疃村西北入通州界后，曾向西南斜贯今宋庄镇域中部，
流经大庞村（庞村东南大部为北寺庄田地）沟渠庄、双埠头村、疃里村东与
小堡、六合村西之间。六合村西六环路老京榆公路下还曾在2000年修六
环路两侧排水涵洞时发现一座石桥。另有村老讲述，在民国年间合并的
六合村之一，因河而名的“堤子里村”就坐落在该石桥东边，也就是潮白河
东畔处。

潮白河向南至今天的潞城镇杨坨村，同今天的运河河道并合。此时
的河道走向，从老年间焦王庄、刘庄、李庄、耿庄村民称六合村以东各村为

“大河东人”亦可得证。今平家疃等北八村、北寺庄、小杨庄、白庙、师姑庄
等一线潮白河西岸人，对东岸燕郊部分地区仍袭旧称为“小河东”。但因
河道摆动乱流，焦、王、刘、李、耿各村后也成“大河东人”了。

潮白河在历史上向西拐弯的流向从当年平家疃以北斜伸至北寺庄、
喇嘛庄后身的高大土堤亦可得证。据《北寺庄志略》记载：该“北寺庄官
堤”史称“白河堤”。为维护漕运，防止河水外泄，明朝隆庆四年（1570年）
始，政府开始在白河两岸修筑堤坝。清道光七年（1827年）潮白河在北寺
庄附近决口。道光八年（公元 1828年）于潮白河上游屡次决口的北寺庄
地方建坝砌滩。使新刷岔河入北运河。《清史稿》载录“咸丰二年决北运河
北寺庄堤，命尚书贾桢、侍郎李钧勘堵……”；咸丰三年（公元 1853年）修
复北寺庄东岸决口。光绪《通州志》载“白河堤向有东决之患……同治十
二年（1873年）潮白河决口。同治十三年(1874年)白河再次决口，东趋漒
漒河，直隶总督肃毅李鸿章奉命监修潮白河大堤。大堤北自顺义安里村
起，南至通州北寺庄，计堤长 2475丈。又筑护堤，北自安里村南至平家
疃，长 854丈，平家疃村南建金门口大坝，南北长 120丈有奇；大坝北侧建
镇河龙门庙一座……”

1986 年至 1988 年，北寺庄后大堤段（高 4 米多、顶宽 4.5 米、底宽 29
米）土方被移走兴建京哈高速路，往北平家疃村西边堤段修成进村柏油
路。据上述文字记载推算，“北寺庄官堤”（白河大堤）从 1828年开建到
1874年筑成历时46年，从开建到1988年存世160年整。1939年后大堤一
直闲置，1958年建成徐辛庄水库后北寺庄段曾用作南库的围堰。大堤两
侧堤坡上原有高大榆、柳、杨树，齐胸树围双人合抱。堤外坡下相隔里许，
自南往北曾排列四个直径均达数丈的大水坑，各个圆如巨盆，深比古井。
村老传讲：最深坑将17根5米长，即约85米的绳连接坠物扔下去，没探到
底儿。水清似镜，百年不竭，村人神话为“几龙坑”，实为老年间大堤跑水
砸成。传该村后身古称“大河底”，今站在大兴庄东边向辛店、北寺庄方向
观望，可明显看到其地势有低洼、下坡之势。

潮白河作为北运河的主要水源之一，促使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演
绎了辉煌的神州南北漕运故事，通州作家王梓夫先生在《漕运码头》小说
里曾有精彩的描写。

白河源流图标注了白河沿线的闸坝、桥梁、城池、宫殿、官厅
等。通州段的漕运设施也标注得比较健全。

通州区域潮白河

氵氵强强氵氵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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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奇围绕“接诉即办”“每月一题”到朝阳区和西城区调研检查时强调

把“ 接 诉 即 办 ”作 为 主 抓 手
聚焦“每月一题”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陈吉宁一同调研检查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高枝）日前，市委

书记蔡奇围绕“接诉即办”“每月一题”到朝阳
区、西城区调研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记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接诉即办”作为“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主抓手，用好 12345民
生大数据，聚焦高频问题，以“每月一题”集中
攻坚、主动治理，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在建党百年之际让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一同调研检查。

自今年初，本市从12345市民诉求中筛选
出 12类、27个民生痛点堵点难题，以“每月一
题”方式精准施策、集中破解。其中，房产证
办理难是市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蔡
奇、陈吉宁首先来到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
中心。该中心通过优化办理流程，已为 26个
项目、4.44万套房屋开辟办证路径。在“办证
难”党员先锋窗口前，符广忠老人正在办事员
的帮助下填写表格，想到不久就能拿到期盼

已久的房产证，老人难掩喜悦之情。办证前
后用了多长时间、中间遇到什么困难、邻居们
是否也都拿到了房产证……蔡奇详细询问，
并现场与属地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讨论解决办
证难问题还有哪些政策难点及下一步措施。

“办证难决不能让百姓买单。”蔡奇说，要本着
“尊重历史、无错优先、违法必究”原则，创新
思路、打破常规，分类施策、找准路径，把这个
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好。市、区国有企业带好
头。坚持依法办理，防止违法违规问题“搭
车”，坚决维护规划严肃性权威性。对未履行
责任的开发主体要有错必纠、依法追责。在
建新建项目坚决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朝阳区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是该区“预付
式消费退费难问题”整治工作专班所在地。
蔡奇察看资金监管平台，详细了解专班工作
情况，指出，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抓紧制订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
例，加强合同文本管理和资金监管。完善市
级资金监管平台功能，用好智能化手段，加强

风险评估和预警，保障资金安全。坚持谁主
管谁负责，行业主管部门履行好监管职责，属
地和部门协同配合，加强监督检查，查处违法
违规行为。

西城区白纸坊街道华方居家养老配餐中
心推进线上线下助餐服务对接，日均可服务
百余人次，搭配合理、营养丰富的餐品得到老
年人交口称赞。每餐多少钱、用餐是否方便
……蔡奇详细了解助餐服务开展情况，要求
严格质量标准，确保食品安全，引导线上平台
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让老人们在家门口
就能吃到热乎可口的饭菜。在右北大街社区
养老服务驿站，蔡奇察看日间照料室、养老照
护床位和医养结合等情况，指出，尊老爱老是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居家养老服务是应对老
龄化的必要之举，也是一件惠民实事。要以
街道为单位，办好养老服务驿站和老年食堂，
提高智能化管理运营水平，为老年人提供贴
心的服务。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加强驿站与
社区医疗机构衔接联动。老旧小区改造要植

入养老服务功能。
蔡奇在调研中强调，“接诉即办”“每月一

题”是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的生
动实践。要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深化

“吹哨报到”“接诉即办”，动态调整、滚动实施
“每月一题”，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从群众
反映最强烈的诉求出发，从最难办的“硬骨
头”问题抓起，树牢在基层一线破解难题、担
当作为的鲜明导向。分管市领导要加强调
度，各牵头单位切实担起责任，相关区和部门
协同发力。要深化改革，强化统筹协调和政
策创新，边解决问题，边总结经验，形成一批
着眼长远、标本兼治的政策措施。对已出台
的政策要加强宣传，提高群众知晓率。调整
优化评价考核机制，进一步调动基层工作积
极性。要持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
在为民办实事中践行初心使命。

市领导魏小东、张家明、隋振江、杨晋柏、
靳伟参加。

蓄滞洪水 预泄库容 布控抢险

城市副中心“蓄疏排”并举应对强降雨
本报记者 叶晓彦

昨天，一场强降雨席卷京城，城市副中心
地处“九河下稍”，防汛压力不容小视。然而，
负责城市副中心排水设施运营工作的北京排
水集团多措并举，提前布控抢险力量、配备防
汛物资，全力保障城市副中心的防汛安全。

北京排水集团负责城市副中心排水设
施运营工作，北排二分副中心运营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11 日 15 时，相关防汛
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针对城市副中心11处下凹式桥区、10处
防汛风险点及重点地区，运营中心将布控 3
组大型抢险单元、10组中型单元、11组小单
元，总抽升能力为每小时25000余立方米。

降雨发生之后，路面的雨水会顺着地下管
网流入雨水泵站，为了确保池中有足够容积存
蓄雨水，缓解路面积水压力，运营中心已提前对
泵站的初期池、调蓄池开展腾容工作，所有泵站
都实施双人到岗制度，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在防汛物资准备方面，北京排水集团研
发的溢流桶、止水带等防汛物资均已配备到
城市副中心的抢险单元，在降雨过程中随时
使用。

此外，城市副中心所有的下凹式桥区、易
积水点都已完成了雨水口标识的张贴，提醒
行人和车辆注意。北京排水集团在城市副中
心的 200余名防汛人员已全部到岗，保障城
市副中心的运行与居民出行。

位于城市副中心的北运河承担着中心
城区 90%的排水任务。面对即将到来的强
降雨，它的行洪压力也着实不小。按照市水
务局要求，北运河管理处提早部署，做好本
场强降雨的应对。各基层单位已开展“再检
查”工作，对管辖范围内机闸设备及其他水
工设施、险工险段及隐患部位进行了再检
查。截至目前运行状态良好，遇突发状况能
够及时启动。

在洪水调度方面，北运河管理处已开始
积极应对。从7月10日18时开始，北运河启
动预泄工作，截至11日10时30分，共计腾库
约 1270 万方。其中，北关分洪闸于 10 日 19
时 36分开启 5孔 0.5米预泄，截至 11日 10时
30分，腾出库容约 291万方。杨洼闸于 10日
18时开启7孔0.7米预泄，到20时12分开启7
孔 1.7米预泄，截至 11日 10时 30分，腾出库
容约979万方。

针对游船情况，北运河管理处做好报
汛及信息传递工作。已将预泄流量情况及
时通报香河县水务局及京运文旅有限公
司，提醒下游单位加强巡视检查、游船单位
及时停航，确保安全。

由于北运河沿线还有不少涉河工程，北运
河管理处也已将气象会商情况及时向涉河工
程建设单位进行通报，要求6家在施工程停工，
监督施工单位安排人员有序撤离。（下转2版）

8053人备战入汛以来最强降雨
本报讯（记者 陈冬菊 通讯员 杨银磊）

昨天，为应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通州区
气象台接连发布大风、暴雨预警信号，区
防汛指挥部及时启动预警响应。各部门、
各单位强化预案措施，深化协同配合，加
强对重点部位的巡查检查及布控工作，全
区各防汛相关单位共计出动抢险备勤人
员 8053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城市副中心安全稳定运行。

310名防汛备勤人员全部到位，组建 8
组巡查队伍，对运通隧道及广渠路东延排
水设施进行再一次排查清理。昨天，针对
广渠路防汛特点，运通隧道责任主体单位
对运通隧道 5处水泵房、6处地面低点疏散
口、11处易积水点进行备勤值守，对路面滞
水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除了人员，设备上我们准备了水泵90
台套，巡查车辆8辆，导行车辆2辆，抢险车

辆 15 辆，防汛沙袋 20000 条，吸水膨胀袋
12000 条，L 型挡水板 100 米，应对汛情，保
障周边居民出行安全。”运通隧道防汛责任
主体单位负责人吕俊明介绍。

和运通隧道一样，环球主题公园、北关
环隧、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易积水区
域、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点部位，均强
化了应急处置，各单位针对出现的险情，及
时进行有效处置。

据悉，按照区防汛办下发的《关于做好
强降雨应对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区各防汛
专项分指、各街道乡镇防汛分指、区防指各
成员单位提前做好各项重点工作。住房城
乡建设防汛专项分指挥部安排监管范围内
370处在施工程最晚于昨天18时前停工；道
路交通防汛专项分指挥部对城市低洼道
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重点交通部位进
行布控，对全区重点道路交通进行指挥疏

导；城市运行及城区安全防汛专项分指挥
部对城市地下管线等重点部位进行检查，
京环公司安排人员车辆做好应急准备工
作，确保降雨过程中及时清理箅上物，保障
排水畅通。

同时，全区防汛力量加强值班值守，各
单位严格落实“在岗、在职、在责”的防汛值
班值守工作要求，实行 24小时领导在岗带
班值班制度，确保通信畅通，并同步做好信
息报送工作，各单位严密监控天气变化，及
时掌握雨情、水情、工情、险情、灾情等信
息，严格遵守“实时报、过程报”的要求。

此外，区防汛办会同区水务局加强与北
运河、潮白河、凉水河管理处的沟通对接，水
务防汛专项分指挥部对河道堤防加强巡查
布控，密切监测重点闸坝水位变化，并听从
市防指、市水务局的指示，配合做好全市河
道洪水下泄工作。（相关报道见2版）

本报记者 赵莹莹

北运河河岸、东六环旁，一座128万平
方米的“地下城”正拔节而起。记者昨天
从施工方获悉，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
纽已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预计2024年
年底完工。届时，北京将新增一座亚洲最
大的地下综合交通枢纽。

昨天上午，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工程 02标段施工现场，机械轰鸣。
约 30米深的基坑内，400名建设工人正各
自忙碌着，有的在绑扎钢筋，有的在操作
机械。一小段刚刚完成浇筑的混凝土板，
被薄膜覆盖着。

“这个位置是将来地下二层候车厅的
底板。”北京城建集团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项目经理李金和指着浇筑完成的方
向说。李金和所在的02标段，负责城市副
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铁路核心区域建设。

和以往地上车站建设不同的是，地下三
层的车站采用盖挖逆作施工法，即先建地下
一层、再建地下二层，最后建地下三层。“如
此大规模的逆作施工，在北京实属罕见。”
李金和说，车站北侧有铁路，为了尽量减少
基坑开挖中对铁路运营的影响，经过专家
综合论证，决定采用逆作施工的方法，就像
是盖房先盖房顶，从顶部向底部施工。

记者在现场看到，2991根各类工程桩
已挺立在巨大基坑的各个角落，连绵起伏如
一个“钢筋森林”。这其中，289根钢管柱由
于直径宽、“块头”大，尤为引人注目。“因为
是‘逆着作’，这289根集桩柱为一体的钢管
柱就起到了竖向支撑的作用，将撑起站房的
框架。钢管柱的施工质量尤为关键。”

负责吊装的司机小李对此深有体会。
按照要求，这 289根钢管柱的垂直度偏差
必须小于1/800，即80米仅允许偏差10公
分，堪比“铁杵穿针”。而最深的一根钢管
柱，桩孔深度72米，单个钢筋笼达到60吨，
要持续吊装20个小时以上，每一分钟都得
保持百分之百的专注。为提高施工质量，
项目部引入了全液压可视可控插入机，每钻孔20米，就自动测
量一次孔壁垂直度，通过映像监视系统及时监测扩孔情况。

工程桩施工完成后，02标段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据
记者了解，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01标段也已进入主体
结构施工。这也意味着，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全面进
入主体结构施工。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位于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
交汇处，西起北运河东岸，东至东六环外路县故城遗址区，北
起京哈南侧路，南至杨坨中路、杨坨一街，实施范围约 59 公
顷，地下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

全地下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是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区域
快线和城市轨道四网交汇点，功能集约的空间、便捷的换乘通
廊以及各种配套设施立体交叠，构成了一座繁忙的“地下城”。

从效果图上看，车站结构分为三层。地下一层是城际铁
路和地铁进站厅，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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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轨道交通 22 号线
（平谷线）、M101线、6号线的换乘空间，并设置了社会车辆与
出租车上客区。地下三层是城际车站站台与轨道层。同时，
将利用夹层空间，设置东西两处公交场站。

建成后，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地
下综合交通枢纽，可实现城市副中心1小时直达雄安新区、35
分钟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15分钟直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与此同时，按照“站城一体”规划设计，城市副中心站综合
交通枢纽地上综合开发面积为 139万平方米，汇集五星级酒
店、5A级写字楼、公寓、文化艺术展览、商业、休闲等业态。综
合交通枢纽将于2024年年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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