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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杭 大 运
河还是一条南北饮食文化
交流、汇聚的通道。

作为京杭大运河沿线上著名的商贸城
市，商贾云集、人群荟萃，饮食文化

自然汇聚南北，酝酿出各具
特 色 的 菜 系 。 古 有

“通州三宝”大顺斋
糖火烧、小楼烧鲶鱼、万通

酱豆腐，今有宋庄美食、深夜食堂。
食色性也，古今通州美食不仅反映了通

州的文化性格，而且与古老的通州融为一体，构成了时代的
韵味，以另一种方式诉说着通州的历史。一饭一蔬，用最富烟火气的

方式，传递着运河千百年来的风俗。

传统美食：好味道 名不虚传

小楼烧鲶鱼
小楼烧鲶鱼是小楼饭店的招牌菜。小楼饭店创建

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是一家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清
真饭店，最初创建时的名字叫“义和轩羊肉馆”。位于其附近
的“安庆楼”也是家老字号，据说里面悬挂的“南楼”牌匾是明
代奸相严嵩所题，所以也有人叫它南楼。与南楼的阔绰气派
相比，义和轩显得非常普通，甘称“小楼”，但生意却越来越兴
旺。1933年，“小楼”收购了“南楼”，成为通州餐饮界的“第一
名店”，但“小楼”的名称却沿用至今。

小楼烧鲶鱼上市后，名扬四方，食客络绎不绝，甚至有人
将其火爆的原因诉诸传说。相传，通惠河里鲶鱼很多，渔
民们大量捕捉送往小楼饭馆，小楼生意火了，鲶鱼精急了，
请来通惠河妖让通惠河水翻腾上涨，冲毁河堤、淹没土地村
庄，殃及二十里外的县村关帝庙。这恼怒了关帝，他
化作一老翁，来到受灾渔民中，用纸画了一个

“饕餮”，让渔民用青石照此雕刻下来，
放置于土桥村石桥南侧，说是能
镇住河妖。渔民照此做了，果
然，河妖再次到此，见了此

“饕餮”魂飞魄散……虽然只
是一个传说，但却从侧面反映
了小楼烧鲶鱼的火爆。

事实上，鲶鱼腥味浓，小楼烧鲶鱼借
鉴鲁菜的做法，在热油里炸一下后，再在温油里蹲
一下，然后放到文火里焅一下，这样反复“三起三炸”，使烧出
来的鲶鱼不但完全没有腥味，而且可以长时间保鲜。

1958年，刘少奇视察通州时，品尝小楼烧鲶鱼之后，
给予好评，彭真、万里等其他领导人也品尝过小楼烧鲶
鱼。2006 年，小楼烧鲶鱼制作工艺被列入《北京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万通酱园
万通酱园创建于民国七年（1918年），前店后厂，由通州

有名的开明士绅马兆丰独资创办。万通酱豆腐的配料得到
浙江绍兴装坛，运至杭州码头装船启运，然后溯流北上，昼夜
兼程，期间吸取五大水系的水气灵光，聚凝10个纬度的日月
精华，至通州时已是南材北味了。到厂后，立即投放红曲、黄
酒，并根据北京人的口味加入佐料，封坛，经伏天暴晒，成熟
后入库，历时一年，佐料的滋味完全浸入腐乳中。通过这种
工艺酿制而成的万通酱豆腐，质地细腻、芳香扑鼻，已成为独
具风味的通州小吃。

大顺斋糖火烧
大顺斋创建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是我国历史最为

悠久的老字号之一，它的诞生与大运河有关，它的传播则与
朝圣有关。

大顺斋的创始人刘刚，乳名大顺，明朝迁都北京后，刘刚
沿着大运河一路北上，最后在通州落脚。开不起店面，就凭
着一副过硬的手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炸油果子等清
真小吃，慢慢火了起来。

崇祯十三年（1640年），通州清真寺阿訇到麦加朝圣时，
随身携带着大顺斋糖火烧作为干粮。途中经过沙漠地带时，
很多朝圣者携带的干粮都变质了，但通州清真寺阿訇携带的
大顺斋糖火烧却依然新鲜美味……大顺斋糖火烧就这样走
出国门，传播至阿拉伯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大顺斋改为公私合营，隶属于
通州糕点总店；1960年困难时期，几乎停止营业；“文革”期
间合并到通州食品厂；改革开放后，再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风风雨雨几百年，大顺斋起伏跌宕而盛名不衰的原因，
得益于过硬的做工和用料：面是本地新打的麦子，自家磨制
的头箩、二箩精白粉，香油麻酱的原料是上等白芝麻；糖则
是台湾产的“惠盆”，或广西梧州的“篓赤”；桂花则是江南

“张长丰”……这都体现了通州运河文化的包容性、开放
性。据说，印度前总理尼赫鲁1960年访华时，特地专门品尝
了大顺斋的糖火烧，临走还带走20多斤。

咯吱合
除了人们熟悉的通州三宝，通州还有一宝，人缘最好，

那就是咯吱合。咯吱合的起源据说与漕运有关，大运河通
航后，百姓操起漕运营生。船工们从山东带回酥脆的煎饼，
日久受潮，煎饼皮软，入口不爽。于是有人将煎饼卷成卷切
成段下油炸，食之更香更脆，久不变质，这就成了咯吱合。
当年，咯吱合是运河船工远航的必备美食。

如今，到北京看朋友，会有人告诉您，带点咯吱合吧；到
通州吃饭，有一道菜是必点的，咯吱合。通州人还为其起了
个好听的名字——“金屋藏娇”：一张金黄色薄饼、两根小
葱、三片肘花、四个咯吱合，五指一并，放在耳边，听见“咯
吱”一声、“咔”的一口……那里面储藏着漕运工人们对于运
河的记忆。

于家务大集
于家务大集位于通州东南方向的

于家务回族乡，要买正宗的清真类生、
熟食品，这里是不错的选择。集市上卖
的牛羊肉，都是“夜里从内蒙古运过来，
早上宰杀”，因为货真价实，很多人不远
数十公里，专门开车来这里买牛羊肉。

和超市鲜肉区不同的是，这里卖的
牛羊肉不是提前切好分开卖，而是整只
挂在摊位上，顾客想买什么部位当场现
切。此外，这里还售卖各类调料，孜然、
辣椒面、烧烤酱等，烧烤方面的用料和
用具都能一站式购齐，非常方便。

穿插在牛羊肉摊位之间，还有很多
卖羊杂等熟食及年糕、炸糕、驴打滚的
小吃摊贩：筋道有嚼劲的酱牛肉、软糯
可口的糖卷果、酥甜的炸糕、外酥里脆
的茶食……让人垂涎欲滴。

为方便百姓售卖土特产商品、置办
年货和生活物品，于家务每逢农历“五”
和“十”日都会举办大集，同时也将更加
规范地进行管理和服务，更多地将回族
民俗文化融入其中，使之成为百姓常态
化感受于家务回族民俗文化和逛集购
物的好去处。

牛羊整只卖、小吃现场做、蔬菜自
家产，绝对的天然绿色无污染。腊月
里，人们大包小包拎回家的，不止是年
货，还有健康和幸福生活的满足感。

张家湾大集
张家湾大集历史悠久，每逢农历

三、八赶集日，冒着热气的包子豆浆，新
鲜的蔬菜水果，高声谈笑的小商小贩，
以及认真讨价还价的顾客，总是热热闹
闹。家住集市附近的居民说，每到赶集
日，他必须和老伴来这里逛上一圈，已
经成了一种习惯，不来就觉着缺了点什
么。随着城市副中心的建设，逛完集市
后，人们还能去张家湾博物馆、曹雪芹
遗址顺路旅游凭古，在悠久的历史中，
品味热闹的生活。

永乐店大集
永乐店大集位于通州东南，是通州

口碑最好的农村大集之一，东西多、样
式全、地儿大、路宽，不怕人挤人。最主
要的是能一站尝遍众多小吃：铁板烧、
烤冷面、煎饼果子、鸡蛋灌饼……还有还有
越来越少见的民间传统手艺越来越少见的民间传统手艺。。

西集大集
西集镇被运河和潮白河两河包

围，土质肥沃，适宜果树种植，所以在西
集大集上经常有很多农户将自家菜地里
产的新鲜蔬菜拔出来卖：自产粮、自产
菜、草莓、田螺……充满生活的气息。

马驹桥周营大集
周营大集上可看到各种各样的蔬

菜水果，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民自家种
植的。除了新鲜的蔬果，饭桌上常
吃的肉蛋鱼禽也是不少人逛大集必
买的商品，而且价格比超市便宜不
少：1 元 1 斤的土豆、红薯，两元 1 斤
的香蕉、苹果、橘子，5 元就能买上一
大袋辣椒……

漷县大集
位于漷县镇政府西侧的漷县大

集，无论是面积、规模还是赶集人数，
在通州都能数一数二。大集上蔬菜水
果、干果点心、早餐熟食、海鲜生肉、
日常用品……品类繁多，应有尽有，亮
点是石磨豆腐、豆制品、自制糕点。

八里桥批发市场
八里桥市场对于很多老通州人来

说，都是一种离不开的存在。八里桥
批发市场是一家国家级重点批发市
场，位于通惠河八里桥到筛子庄桥段
以北，1998 年建成开业，是京东最大
的综合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伴随通
州人走过了23个年头。

创建时，市场分蔬菜瓜果区、粮油
饮料区、鱼肉蛋禽区、百货副食区、餐
饮服务区、生活区、市场管理区七大区
域。对于八里桥市场和人们日常生活
衣食住行的关系，曾有年轻作家说，心
情不好时，她会去八里桥批发市场购
物，让那里来自底层和土地的气息，赋
予自己热爱生活的勇气。

如今，八里桥批发市场将随着城
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结束它的历史
使命，未来这里将成为以创新共享、轨
道微中心、文创体验等多元功能为核
心的高质量产业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服
务功能区。

传统集市：逛大集 批零兼营

网红打卡地：夜经济 艺术餐厅

宋庄美食
随着艺术区的发展，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餐饮业也以

“艺术”的方式扎根于宋庄镇。其中有以聋哑人为服务员
的“米娜餐厅”；有以陶艺为特色的“向村陶艺咖啡馆”；
有蔬菜一律原生态的“菜园子”；有老少皆宜的温泉主

题酒店“运河苑度假村”；有情调高雅的“五月
花”；更有呼朋唤友天南地北聊一顿的

“沽酒小铺”……在宋庄艺术区，每
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特

色、有自己的艺术和风格，每
走过一条街、路过一条小
巷，都会在出其不意的地
方遇见艺术、遇见美食、遇
见一片心灵净土。

向村陶艺咖啡。“向”意
思是“向着”，村意思是“村庄”，

可以引申为“自然”和“本真”。“向
村”意味着回归自然，走向淳朴本真之佳

境。艺术馆以向村艺术为核心，分为架上绘画和陶瓷
艺术两个展馆，秉承着“让艺术融入我们的生活”的理念，
在主题式的艺术体验馆中，游客不仅可以参与到陶瓷艺
术的创作过程，也可在琳琅满目的绘画作品中品一盏香
茗或一杯手工单品咖啡，体验由向村奉献的集视觉、味觉
和触觉于一体的艺术盛宴。

五月花餐厅。五月花餐厅注重情调。这家藏在小堡
街里的西餐厅，一进门就会不自觉地再回头看看门口的
招牌，因为总是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进
了谁家的大院子。五月花的店主是位笑起来很阳光的大
男孩，店内所有的设计均是出自他一人之手，不论是墙上
的粉刷，还是店内的摆放，虽然看起来随性，但却透出一
股文艺风。

深夜食堂
一条地铁线连通了通州梨园与北京CBD，大量往来

工作居住的人群也使梨园地区较早成为通州最成熟的人
口聚集区之一。每天，从华灯初上到夜半时分，完成了一
天工作的“夜归人”，随着一批批地铁和汽车，回到在梨园
的家旁边，寻觅到一间深夜食堂，一个音乐酒吧，一间 24
小时书店，一家24小时健身房。

面对这一愈发旺盛的夜间消费需求，梨园地区的深
夜食堂项目正在规划中，聚集酒吧、24小时健身房及文化
艺术业态的开放式园区也在逐渐形成规模：离地铁九棵
树站最近的京通罗斯福广场有一家营业至凌晨两点的精
酿啤酒吧，店里的啤酒都是历时25天准备和酿制的；而在
东郎电影创意产业园则有 24小时健身房和书店，可以随
时随地为自己“充电”；想吃火锅了，也能在华联天时名苑
店找到营业到凌晨3点的海底捞。

月亮河休闲小镇
月亮河休闲小镇，地处五河交汇处，西侧是著名的京

杭大运河，燃灯佛舍利塔、大光楼、七孔桥、漕运码头等古
迹遗产与之相映成辉。随处可见的艺术雕塑是月亮河休
闲小镇的惊喜和日常，《情话》《等待wait》《人物雕塑》《每
天醒来都很想你》《弦》《时代标准》……这些出自陶都罕、
高孝午、隋建国、张占占等艺术家之手的雕塑在月亮河小
镇的各个角落熠熠生辉，不仅是为小镇，更是为生活增添
星光点点。

2021年北京餐饮品牌大会上，北京市商务局推出“月
亮河休闲小镇”等第二批“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在这
里你可以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味珍馐，贵茉法式餐
厅最珍贵的食材与厨艺、与茉莉自然芳香美味予阁下，
极原作日式烤肉一口烧肉幸福满满，贞鲜楼天天出海、
全是海鲜，园味湘食原汁原味、中餐美学，La Palette 调
味板西餐厅以巴黎餐吧为设计原型，兼有西班牙、德
国、意大利等经典欧陆菜系，还有山谷居民有好喝的咖
啡和自制甜点，同时还是完美的音乐空间。奥通之翼
国际轮滑中心是城市副中心首个冰雪项目综合训练
馆，可以让更多的儿童、青少年参与到冰雪运动中。艺
术品味、运动休闲、吃喝玩乐、亲子时光……都能在月
亮河休闲小镇找到应许之地。

本报记者 关一文/编辑整理
内容摘自：由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通州

区委区政府共同策划编辑，《文明》杂志社出版的《文明·
北京城市副中心》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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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记者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获
悉，今日，京唐城际铁路与京滨城际铁路宝
坻至北辰段同步开通运营，京津冀地区轨道
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轨道上的京津冀”加
速形成。

京唐城际铁路起自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经北京市通州区、河北省廊坊市、天津市宝
坻区，进入河北省唐山市，接入天津至秦皇
岛高铁唐山站，线路全长 150 公里，设计时
速 350 公里，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燕郊、大
厂、香河、宝坻、玉田南、唐山西、唐山8座车
站，其中北京城市副中心站正在建设中，利
用既有站改造的燕郊、唐山站及其他 5座新
建车站同步开通运营。

京滨城际铁路与京唐城际铁路北京城市
副中心至宝坻段共线共站，线路从宝坻站向南
引出，经天津市宝坻区、武清区、北辰区、东丽
区、滨海新区，接入天津至秦皇岛高铁滨海西
站，宝坻至滨海西段长97公里，设计时速250
公里，此次建成通车的是宝坻至北辰段，设宝
坻南、北辰站，北辰至滨海西段正在建设中。

值得注意的是，开通运营初期京唐、京
滨城际铁路的列车由北京站始发终到，铁
路部门每天安排开行北京站至唐山站动车
组列车 5对，站间最快1小时03分可达；北京
站至北辰站动车组列车2对，站间最快1小时
32分可达；同时安排北京站至秦皇岛站2对
动车组列车经津秦高铁跨线运行，站间最快
1小时39分可达。在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和京滨城际铁路北辰至滨海西段建成后，北
京城市副中心站至唐山站间、滨海西站间最
快运行时间预计为 39分钟、56分钟。

开通运营前，国铁集团严格按照各项规
定和标准，精心组织对京唐城际铁路、京滨

城际铁路宝坻至北辰段各专业设备进行了
静态验收、联调联试和安全评估，对轨道状
态、弓网性能、列车控制、通信信号系统等进
行了综合优化调整。目前，两条线路完全满
足高速铁路安全、稳定运营要求，具备开通
运营条件。

昨晚，京唐、京滨城际铁路的车票正式

上线铁路 12306购票系统。记者注意到，由
北京站始发，终点是唐山的列车共有 6 趟。
最早的一班列车为上午10时57分从北京站
始发的 D6603 次列车，最晚的一班为 20 时
20分从北京站始发的G8807次列车。此外，
这 7趟列车最快运行时间为 1小时 18分，最
慢为 1小时 44分。而终点站为北辰的列车

共有两趟，发车时间分别为 9 时 25 分和 14
时41分，车次分别为D6601与D6605。

据悉，京唐、京滨城际铁路作为京津冀
交通一体化的标志性工程，对于进一步完善
京津冀地区路网结构，强化区域内互联互
通，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便利沿线人民群
众出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京唐城际铁路今日开通运营
京滨城际铁路宝坻至北辰段同步开通

列车驶过京唐城际铁路潮白河大桥列车驶过京唐城际铁路潮白河大桥。。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盘活既有铁路资源，提升通勤和旅游体
验，市域（郊）铁路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抓
手。近日，市政府联合国铁集团正式批复

《北京市域（郊）铁路功能布局规划（2020
年—2035年）》（以下简称《布局规划》），这份
规划将引领北京城市空间布局优化重组，促
进跨界城市组团快速通勤和旅游沟通。

城市副中心成网络构建核心

市域（郊）铁路作为北京市轨道交通功
能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快线的一种形
式，主要利用现有及规划铁路资源，服务中
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跨界城市组团的快速
通勤联系和旅游交通。

依据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规划中“一核
两翼”的首都空间格局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中“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
结构，《布局规划》提出构建“半环+放射”的
网络形态，支撑和引领城市空间布局优化。

“半环”串联城市副中心与顺义、亦庄、
大兴、房山、怀柔、密云等多点新城，以城市
副中心为核心联系多点新城，促进多点地区
相互联系，形成功能互补、协同发展格局。

“放射”分为东部、东南部、南部、西南
部、西部、西北部、东北部七个主要方向，其
中，东西放射线连接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

心。主要功能是建立中心城区与外围主要
功能疏解承接地的快速联系，促进城市沿廊
道“簇轴式”发展。

相比地铁，市域（郊）铁路站间距更大，
速度更快，服务范围更广。基于这些优势，

《布局规划》提出空间、时间、结构、开行和服
务五大目标。规划期内，覆盖北京市域主要
空间走廊方向，串联北京市域和跨界城市组
团。围绕中心城区30公里圈层实现45分钟
通勤，围绕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 70公里圈
层构建1小时交通圈。力争规划期市域（郊）
铁路客运量达到北京市轨道交通客运量的
5%。通勤线路规划期高峰时段具备每小时
开行 6至 8对的条件，力争重要方向具备每
小时开行10对以上的条件；其他类型线路结
合实际合理精准服务。与城市交通力争实
现一卡通用、安检互信、便捷进出站、站台候
车等，全面提升运营管理水平。

划分通勤走廊和旅游走廊

北京市现已开通运营 4 条市域（郊）铁
路，市域内运营总里程约 365 公里，已开通
运营 24 座车站。市民既可以在通勤列车
上享受长距离出行效率和舒适服务，也可
以踏上旅游列车体验“车在画中跑”的美
好心情。(下转2版)

国内首个路市共同编制的市域铁路功能布局规划获批

北京规划12条市域（郊）铁路线路
本报记者 曲经纬

本报讯（记者 赵鹏）当京秦高速正式通
车后，秦皇岛至北京将缩短约半个小时车
程，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进程也将因此提速。
记者日前从中建六局获悉，北京至秦皇岛高
速公路实现交工验收，“京秦新速度”即将在
燕山之下开启。

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秦段项目
是《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 年—2030 年）》
中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京哈高速公路河北段的辅助通道
和必要补充及紧急情况断交时的备用通

道，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四
纵四横一环”骨架的重要一横，还是河北
省在建的最大单体高速项目。作为国家、
省部重点建设项目，2021 年其更被列为交
通运输部第一批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
示范项目。

记者了解到，北京至秦皇岛高速公路遵
秦段全长 165 公里，投资约 314.8 亿元。全
线13座隧道、47座桥梁，共计15个控制性工
程、17处互通立交、1处主线收费站、11处匝
道收费站、6处服务区、3处养护工区、3处隧

道管理站以及1处监控中心，途经唐山市遵
化、迁西、迁安及秦皇岛市卢龙、抚宁、海港、
山海关共七个县（市）区。

京秦高速公路A1标项目经理赵金星介
绍，由中建六局承建的遵秦段A1标路线自
下院寺枢纽互通后，向东与G112线及唐遵
铁路交叉，之后沿平东线布线，终于万子峪
村。“未来当京秦高速正式通车后，秦皇岛至
北京将缩短半小时车程。”赵金星说，作为京
哈高速的重要补充，京秦高速也是北京通往
秦皇岛的又一条快速通道。未来北京市民

无论是去北戴河、南戴河，还是去昌黎黄金
海岸，都将变得更便捷。

据介绍，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京哈
高速进出京压力，对分流京哈高速公路交
通量起到重要作用，形成京津冀地区经唐
山、秦皇岛北部地区至东北的快速直达通
道，大大减少行车里程和时间，并可将沿
线的北京、燕郊、三河、天津、玉田、遵化和
秦皇岛串连起来，完善国家高速路网，提
高京哈通道通行能力，促进沿线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

北京至秦皇岛将缩短半小时车程

京秦高速全线完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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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近日，北运河
管理处工作人员在北运河、镜河等水域
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时，发现国家二级
濒危珍稀植物——四角刻叶菱。该菱属
种群对生存环境十分敏感，被认为是生
态环境的“指示器”，此次在北运河、镜河
等水域内小种群生长，标志着副中心水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目前发现的四角刻叶菱长势较好、
藤蔓茂盛，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且存在
向外生长趋势。”北运河管理处工作人员
介绍，四角刻叶菱野生资源稀少，相关资
料也比较缺乏，所以在“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红色名录）
中评价水平缺乏数据。在我国1999年公
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
批）》中，四角刻叶菱被指定为国家二级
濒危珍稀植物重点保护。

近年来，北运河管理处通过运用生
态的办法解决生态的问题，营造深潭、浅
湾、急流和缓流等复杂环境，构建立体式

“水下森林”等措施，北运河、镜河等水域
水生态状况日益向好。其中，镜河水质
持续改善，生态多样性显著增加。根据

《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规范》（DB11/T-
1722-2020），镜河水生态健康综合评价
由 2018年的亚健康水平，提升至 2021年
的健康水平。截至目前，在镜河水域已
发现睡莲、菖蒲、狐尾藻等近20种水生植
物；中华新米虾、纹沼螺、铜锈环棱螺、联
纹小叶春蜓等底栖动物13种；斑嘴鸭、棕
背伯劳、黑水鸡、白鹭等鸟类 15种，其中
含小天鹅、红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种；
鲢、鳙、子陵吻虾虎鱼、黄黝鱼、鲫鱼等鱼
类16种。

下一步，北运河管理处将以优先调
控水资源连通、保障水资源量配置、增强
水动力调控为工作重点，通过优化补水
方案、改善区域水动力条件等措施，提
高水体自净能力以及满足生态需水要
求。同时，拟采取生态修复与水位调节
相结合的方式，助力水下森林覆盖度提
升，抑制浮游植物过度生长，增强水生
植物竞争作用。注重水生态治理成效
的稳定发挥，加强生态护岸、水生植物等要素管理，促进生
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推
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副中心新格局，助推城市
副中心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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