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地址：通州区新华东街256号 ●邮编：101100 ●新闻热线：69527280 ●Email:tzbs@263.net ●试刊第209期 代投代号1-3024 本版责编 彭昌阳 耿海燕 设计 鲍丽萍

2021年8月4日 星期三 农历辛丑年六月二十六 今日四版

4
2021年8月4日

星期三

本
版
编
辑

杨
莉

摄
影

唐
建

校
对

彭
师
德

耿
海
燕

仲
晓
丹/

绘
制

酷暑难耐的夏日，城市绿心“活力
汇”内清凉舒适，微风习习。在此健身的
人们尽情挥洒着活力与激情。窗外，便
是绿树成荫的城市绿心。城市绿心“活
力汇”——这座身处森林中的运动馆，自
6月下旬开业以来，已经成了城市副中心
健身休闲的网红打卡地。

羽毛球场地内，7岁的段皓然正和羽
校的小伙伴一起参加暑期集训。5岁开
始学习羽毛球的他，步履矫捷、扣杀有
力，俨然是一副“老将”风范。“我们很喜
欢在这里打球，经常在这儿训练一整天，
中午还能在这儿吃饭、午休，特别方便。”

开业一个月来，城市绿心“活力汇”
客流量递增，积攒了不少人气儿。“不仅
周末，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人也不少，附近
的人群常中午抽空来健身。当然，还有

‘铁粉’群，基本每天下班后都来。”北投
体育公司总经理助理、城市绿心“活力
汇”负责人高源鸣也很惊喜于“活力汇”
产生的强大吸引力。

高源鸣分析，城市绿心“活力汇”距
周边居民社区3.5公里，距设计小镇企业
办公集聚区仅 800 米，为周边居民和企
业、机关的办公人群，提供了全龄化的高
品质健身运动空间，从业余健身爱好者
到专业选手，从孩子到老人，在场馆里都
能找到适合的项目。目前，活力汇的营
业时间为早 8点到晚 10点，本着惠民原
则，工作日的白天时段，羽毛球、网球等
场地价格几乎让利至半价，在市民中树
立了不错的口碑。专业水准的场馆也适
合各类赛事举办，开业至今馆内已举行
了10余场赛事。

正值酷暑，场馆室内却一片清凉，丝
丝微风滑过脸庞，站在窗前远眺，还有郁
郁葱葱的绿色跃入眼帘，更让人心情舒
畅。“活力汇就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
绿色环抱，透过落地窗就能欣赏绿心风
景，赏心悦目。”高源鸣介绍，城市绿心

“活力汇”的空间设计以“绿”为主。其外
部公共空间，通过植被绿化等景观布局，
将公园生态系统延伸到运动馆。整个场
馆也是绿色二星级建筑，能源使用地源
热泵，夏季温度控制在20℃左右，搭配新
风系统，非常适合运动。

场馆外高耸的烟囱，则留存着老厂
区的城市记忆。这片活力空间的前身是
东亚铝业的老厂房。本着“现状保留，结
构加固，内容重构”的原则，如今，挑高12
米的老厂房，改造成了 9600平方米的运
动空间，面积比一个标准足球场还要
大。屋顶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上百条采
光带，加上透过天窗进入场馆的自然
光。“白天到傍晚都不用开灯，十分节
能。”高源鸣介绍。同时，针对不同运动
的特点，又有贴心的小设计。比如篮球
运动更为激情阳光，篮球场白天就使用
自然采光。但是羽毛球运动几乎时刻需
要抬头，自然光容易晃眼，就加上了遮阳
膜，运动时更舒适。

贴心、专业化的细节在绿心“活力
汇”中比比皆是。为防止篮球比赛时眩
目，篮球场侧面的落地窗安装遮阳帘。3
片网球场地均符合国际网联竞赛要求，
硬地板下专门加了一层橡胶垫，让地面
更有弹性，保护运动员的膝盖。为防止
击打反弹伤害，网球场两侧都挂上了分
割幕，也起到吸音作用。

目前，绿心“活力汇”内的商业配套
也在陆续完善。二层的轻吧即将开业，
提供饮料、简餐，还可以预约“轰趴”活
动。周边的便利店、饮品店已经开业。

绿心“活力汇”还与绿心森林公园内
散布的 30余处室外运动休闲场地一起，
形成森林里的运动空间体系，进一步补
齐城市短板，提升区域的综合吸引力。

森林里的活力空本报记者 陈施君 间

挑高12米的老厂房，改造成了专业水准的运动空间。

篮球场内，一场比赛正在进行。

羽毛球场地内，孩子们正在参加暑期集训。

““活力汇活力汇””处于郁郁葱葱的绿色之中处于郁郁葱葱的绿色之中，，高耸的烟囱留存着老厂区的城市记忆高耸的烟囱留存着老厂区的城市记忆。。

场馆外绿树成荫场馆外绿树成荫。。

咖啡厅给人提供一处休憩之所。

二层的轻吧即将开业，可提供饮料、简餐。

场馆不远处，夏花烂漫。

副刊·城韵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本报讯（记者 高枝）为了保障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以下统称冬奥会）筹备
和举办工作顺利进行，日前，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作出决定，在冬奥会筹
备、举办期间及延后期限内，市政府根据需
要，在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不与本市
地方性法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前提下，将按
照必要、适度、精准的原则，通过制定政府规
章或者发布决定的形式，在环境保护、公共安
全、公共卫生、道路交通等方面规定临时性行
政措施并组织实施。天津市、河北省人大常
委会分别于日前同步作出相关决定。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清介绍，冬奥会
举办期间，处于我国北方地区冬春季节，正是
空气重污染天气频发的时候，保障赛会期间
空气质量的难度较大。同时，新冠肺炎疫情
在国际范围内还远没有结束，各国参赛人员

入境、参加赛事活动，在疫情防控、公共安全、
道路交通等方面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对赛
会举办地的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大挑战。
三地人大常委会主动担当，协同行动，运用立
法的方式，为向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
彩的奥运盛会提供法治保障。

《决定》要求，根据决定制定的政府规章
或者发布的决定，需依法报市人大常委会备
案。《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限至

冬奥会闭幕之日后十五日。张清表示，冬奥
会的筹备和举办，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热情支
持和广泛参与。为保证最大限度减少对群
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授权决定对授权期限作
了明确规定。同时要求市政府根据本决定
制定规章或者发布决定，应当明确有效期
限，及时、依法向社会公开，做到依法行政，
尽可能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社会各方面
的支持。

此外，河北省的《决定》与京津两市相比，
除了共同在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和
道路交通四个方面授权外，还根据河北省环
京津的特殊区位、产业特点和张家口赛区及
周边地区的实际需要，增加了安全生产和城
市市容管理两个方面授权。

“京津冀三地都承担着冬奥会筹备和举
办的相关任务，在为冬奥会提供法治保障上，
三地肩负着共同的责任。”市人大常委会法
制办主任王荣梅说，三地在关键举措上应
当保持一致，同时也需要根据举办城市、非
举办城市在法治保障方面的不同需求，灵
活、适宜地作出符合本省、市情况的保障措
施。这样不仅有利于三地政府实现临时管
理措施精准发力，实现冬奥保障执法的协
调一致，也有利于发挥协调协作机制作用，
加强联合执法。

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同步作出决定

冬奥期间三地政府可依法出台环保交通等临时性行政措施

运河商务区位于城市副中心五河交汇
处，其中启动区规划面积约 3平方公里，包
含 52个地块、16个开发项目，涵盖商业、办
公、公寓、酒店、住宅等多种类型。作为本
市首个红线内外、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
计区域，未来，商务北区地上将建成热闹的
分时商业步行街，地下一层大部分区域也
将继续承接地上拓展商业业态，地下二层
以下主要是机动车停车区域，半空中将架
起连廊连接地面主要楼宇、商业区，打造立
体的都市生活圈。

运河商务区地下空间别有洞天。已经
建成通车的北环环隧在地下二层将运河
商务区 22 个地块连接起来，驾车驶入地
下环隧后，通过与相邻地块的出入口可
方便进出商业建筑、写字楼和配套公寓的
地下停车库。大量机动车流被引入地下，实

现人车分流后，地面将充分打造连续商业空
间，并将道路空间完全交给游客行人使用。

地下二层走车、停车，地下一层做什
么？在 16个开发项目之一的新光大中心，
一座立体沙盘把地上地下空间的使用方向
展示得明明白白。其中项目的地下一层，
未来将全部用于商业。

“新光大中心一期地下将建手作市集、
通州之心、游艺园林等不同主题空间，便利
店、咖啡厅、餐厅等一应俱全，人们到了这
儿就像是进入了地下商场。”新光大中心产
业运营总监沈海清介绍。并且这处地下商
业空间与外界相联通。“地铁 6号线通州北
关站从项目东侧穿过，地下一层将来开放
后将与地铁站连通，西侧将来也将打通与
绿地广场的地下通道，整个街区将会连接
在一起成为一个庞大的地下商业世界。”

涵盖3平方公里，打造立体都市圈

运河商务区启动区将建“地下城”
本报记者 孙云柯

副中心首个社区自更新示范基地开工

小区荒地成了“共享小岛”
本报记者 郭丽君

地上是鳞次栉比的商务楼宇，地下是车水马龙的环形隧道和商业街，半
空中还有连廊串接，在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启动区，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
设计让土地利用更加高效。随着地下环形隧道、中间地带、商业区的陆续建
设，一座3平方公里范围的“地下城”正加速形成。

地下空间别有洞天

首创“中间地带”开发模式

仔细观察新光大中心的项目沙盘，
会发现其地下一层的商业空间并非全盘
打通，而是被一些中间地带、地下通道等
分成了若干区域。“没有完全打通，是因
为地下空间的权属不同。商业地块的地
下空间为开发商持有产权，而市政道路
地 下 投 影 空 间 的 产 权 仍 属 于 国 家 所
有。”通州区新城管委规划科负责人冯宇
解释道。

按照传统的建设模式，不连贯的地
下商业空间，通常是各开发各的，从而分
离成了一个个“商业孤岛”。打个比方，按
传统建设模式，行人如果想从新光大中心
地下空间前往绿地广场地下，需要先上到
地面，穿过马路后再下楼，由于道路的物
理分隔，无法形成连续商业价值。而两侧
的开发企业虽然有连通意愿，也愿意出资
建设，但由于无法取得道路下方空间的土
地使用权而无法进行建设。

为实现地下空间一体化建设，通州
区创新了合作建设模式。冯宇介绍，运
河商务区管委会从 2015 年开始对运河
商务区地下空间一体化建设进行探索，
首创了地上连廊、地下通道、中间地带由
开发企业建设、管理和使用，产权仍归国
家所有的开发模式。其中连廊通道由开

发企业无偿使用 50年，中间地带由开发
企业无偿使用 15年。这样一来，可充分
实现地下空间一体化建设的先进商业街
区模式、增加商圈活力、提升商业价值，
同时不突破国家基本的土地开发政策。

具体到新光大中心项目，沙盘上显
示的一条条地下通道就是连通相互分离
的商业空间的重要举措。目前，运河商
务区共有连通道 59处，像这样的地下通
道有21条，另外地上连廊19条，环隧上方
人行连通道 16条，中间地带 3个，总建筑
面积约 9.1 万平方米。这些项目多数已
开工建设，未来将随周边商业项目同步
完工，总体上将形成围绕地铁通州北关
站、通运门站、北运河西站，分别形成商
务北区、商务南区和上营片区三个庞大
的地下商业空间。

此外，运河商务区管委会还针对地
下空间的大规模联通区域开展了特殊消
防性能化设计，建设并上线运行了地下
空间智慧消防平台，将地下空间一体化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施纳入统一监控和管
理。根据智慧消防设施实时回传数据，
系统可实现实时监控，依据数据分析有
针对性采取措施，将火灾隐患消灭于萌
芽状态。(下转2版)

配套设施匮乏，是北京诸多老旧
小区的“痛点”。然而，在一些不被注
意的角落，公共空间却存在低效利用
的状况。2020 年以来，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会通州分局在城市副中
心全面启动责任双师工程，通过结合
专业力量和居民自治力量，将设施陈
旧、维修缺失的小广场、小公园改造成
一个个环境优美可满足公众需求的休
闲空间。

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责任双师
05组团“新芽项目”——“生活”出的共
享小岛改造工程在永顺镇天赐良园
三期中心花园正式启动。该项目以
延续居民生活化的景观特色为目标，
体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营造理
念，打造副中心首个社区自更新的示
范基地，建立副中心社区更新治理新
模式。(下转2版)

天赐良园东区中心花园湖中岛将在责任双师团队和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天赐良园东区中心花园湖中岛将在责任双师团队和居民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副中心首个社区自更新示范基地成为副中心首个社区自更新示范基地。。记者记者 党维婷党维婷//摄摄

本报讯（记者 陶涛）昨天下
午，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调度下半年投资工
作。副市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隋振江主持
会议。

会上，城市副中心发改局、
规自局、工程办，通州区政府、北
京经开区管委会、北投集团相关
负责人分别汇报了下半年投资
促进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上半年，各主责
单位和工作专班全力以赴狠抓
手续办理、狠抓施工组织、狠抓
拔钉行动，以城市副中心速度实
现了固定资产和建安投资双正
增长，完成绝对值均居全市第
一，成绩来之不易。当前城市副
中心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
真落实市委十二届十七次全会
工作部署，坚定信心、鼓足干劲、
抢抓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投资
目标任务，推动城市副中心建设
从 蓝 图 变 实 景 ，不 断 实 现 新
跨越。

会议指出，下半年投资形势
十分严峻，完成任务时间紧任务
重，要牢牢把握施工建设的黄金
期，确保各项投资加速落地。要
紧盯前期关键节点，按照计划
加紧调度，集中力量逐项攻克，
确保新开项目按计划实现开
工。主责部门、主管部门要指
导督促项目单位，按照全年投
资任务目标，进一步调整施工
组织方案，逐月细化工程建设
计划，从基础设施、民生改善、
产业领域等重大工程入手，狠
抓在施工程进度，千方百计增
产增效，开足马力，确保工程建
设进度支撑全年投资任务，力
争超额完成。

会议要求，要按照“十四五”
规划总体安排，做深做实储备项
目，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
建设一批”的项目储备和滚动接
续机制，全力提速形成增量，为
完成全年投资任务“添秤”的同
时，为明后年投资奠定基础。要
进一步全面梳理城市副中心土
地资源，激活城市功能。加大社
会投资项目落地力度，推动形成
要素融合、协同创新、联动发展
的良好态势。

会议强调，要在坚持规划引领的前提下，各司其职、高效
配合，抢出时间、跑出速度，以决战决胜状态全力加快工程建
设进度的同时，统筹发展和安全，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副
中心质量。加强疫情防控，强化底线思维，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确保各领域建设安全稳定。增强改革创新意
识，激发体制机制创新活力，努力开创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领导赵磊、王承军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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