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刘汉忠关掉水
龙头，一边收拾水管，一边
说道。

曾经，里炮村因红苹果采
摘远近闻名，而今，里炮的红
苹果走出了一条苹果“从吃到
看”的发展新路子。虽是一字
之差，却反映出里炮村紧紧依
托世园会，完成从果品销售向

园艺展示的新跨越，并为2019
北京世园会增光添彩。

如今的里炮村，座座新楼
掩映在鲜花绿树中，村东是休
闲公园，6万多株郁金香、月
季竞相绽放，黄发垂髫徜徉其
间，怡然自得，美丽乡村里炮
正以别具特色的优雅姿态迎
接2019北京世园会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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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12个小区居民垃圾分类换积分
本报记者 夏超 通讯员 李丹 谢小丹

“我这卡里有 500积分，
快给我看看都能换啥？”一大
早，百泉街道国润家园社区的
赵纪玲阿姨就来到小区内的
一站式垃圾分类站询问工作
人员积分兑换情况。自从 4
月 28日垃圾分类积分兑换活
动正式启动以来，国润家园、
莲花苑等 12个试点每天都有
社区居民前来用垃圾分类获
得的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这些积分攒了 3 个月
了，快让我看看都有什么。”看
到一站式垃圾分类站挤满了

前来兑换的社区居民，赵阿姨
赶紧上前仔细察看了起来，卫
生纸、面巾纸、洗衣皂、洗衣
粉、洗涤灵、大米……各类生
活用品应有尽有，一时间赵阿
姨有些眼花缭乱。最终，赵阿
姨用 400积分兑换了一提卫
生纸。“在平时生活中，垃圾随
手就能分类，而且还可以累计
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今
天兑换的 10卷卫生纸能用上
一阵子，这项活动真是挺不
错，以后我肯定继续参加。”拎
着用积分换来的卫生纸，赵阿
姨特别有成就感。

去年 12月，区城管委在
百泉街道 12个社区内开展了
垃圾分类积分试点活动，9800
余户居民通过日常的垃圾分
类处理换取积分，并能用积分

兑换生活用品。
在国润家园社区内，一座

绿色的小屋格外显眼，这座外
观被粉刷成绿色的一站式垃
圾分类站被居民形象的称为

“绿色小屋”。居民们正排着
队将一袋袋的垃圾经过垃圾
分类指导员称重进行积分，然
后再将垃圾投放到分类垃圾
桶内。“我们的专业服务人员
会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同
时，利用 4G传输终端为参与
分类的居民将垃圾分类所得
积分计入到积分卡上，居民可
以携带积分卡定期到‘绿色小
屋’兑换生活用品。”区城管委
垃圾渣土办主任王姣介绍道，

“这项工作不仅促使居民养成
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还有效
采集了居民投放环节的真实

数据。这些数据全部会上传
到北京市源头排放登记系统，
令地区垃圾产生量一目了然，
为做好后续管理工作奠定了
基础。”

据了解，近几年我区居民
逐渐增强了垃圾分类的意识，
也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通过与市城管委积极对接，我
区于去年开始进行垃圾分类
源头排放登记工作，并获得了
城市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系
统“两网融合”示范区的称
号。目前，我区已成为全市唯
一实现在垃圾分类投放环节
形成有效数据并接入北京市
垃圾计量系统的区，垃圾分类
源头排放登记工作已走在全
市前列。

“从源头进行垃圾分类极

大地提高了垃圾减量的工作
效果。”王姣说，“目前，百泉街
道积分卡发卡率已达 85％以
上，覆盖人群达2.5万余人，每
天参与垃圾分类产生的厨余
垃圾近 2 吨，居民参与率达
98%以上，通过5个月的实践，
居民的自主分类效果比二次
分拣的效果更加明显。”

下一步，区城管委将加
强对源头排放计量的投入，
发挥我区的独特优势，通过
百泉街道的试点经验推及全
区，建设成熟的垃圾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
类处理的科学运作流程，为
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
范区和全国文明城区，服务
保障冬奥会世园会筹办举办
贡献积极力量。

我区举办2018年第一期
新闻发言人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屿杉）5月
11日，我区举办 2018年第一
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黄克瀛出席。

培训邀请人民在线副总
经理兼总编辑、人民网舆情
数据中心副主任祝华新就

“当前舆论生态和舆情应对”
进行讲解。当前，我区冬奥
会世园会筹办进入攻坚决胜
的关键时期，这给延庆带来
了强大的聚光灯效应、辐射效
应和眼球效应，更对延庆做好
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舆情应

对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祝
华新的讲解从理论和实践两
个层面，就当前舆论生态和舆
情应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为全面提升我区舆情应
对和舆论引导能力，守好意
识形态阵地，为冬奥会世园
会筹办举办做好服务保障工
作，向世界讲好延庆故事具
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全区各二级班子单位以
及冬奥延庆赛区重点工程建
设单位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
言人秘书等共 300 余人参加
了培训。

机器人上岗服务世园会交通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宏

阳）能提供景区导航、天气预
报、查询加油站和充电桩……
近日，本市首个公路服务站智
能机器人在延庆上岗，将为世
园会周边道路通行提供智能
服务。同时，延庆公路分局开
展 695 公里路容路貌综合整
治行动，世园会周边道路打造

“一路一景”。
“欢迎您来到永宁公路服

务站。”5月7日，一位圆脑袋、
大眼睛，身材圆滚滚的机器人

“小路”出现在延庆永宁公路
服务站，这位新上岗的员工耐
心地向路人提供帮助。这款
智能机器人有声音和手动两
种控制模式，能准确地指出卫
生间、附近的加油站、百里山
水画廊景区等位置。多才多
艺的“小路”还能和大家互动，
唱歌、跳舞、放电影，介绍即将
在延庆召开的冬奥会和世园
会。延庆公路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是北京公路服务站
第一个上岗的智能机器人，根
据使用情况，未来有望在其他

服务站增设。
为迎接即将召开的世园

会，优化市民出行环境，延庆
公路分局今年重点建设百康
路、东姜路和延农路三条道
路工程，同时开展 695公里路
容路貌综合整治行动。路政
部门正对沿线路肩、边坡进
行修整，对排水设施边沟、涵
洞等进行清理疏通；对康张

路、延康路等道路的交通标
志、钢板护栏、中央护栏进行
集中清洗；加强以灌缝、坑槽
修补、沿线设施修复为重点
的预防性养护；修剪沿线影
响行车和遮挡标志牌的树木
枝条。据介绍，世园会周边
道路绿化将按照“一路一景”
的方案设计，打造各具特色
的最美世园路。

图为工作人员向媒体展示永宁公路服务站智能机器人
“小路”。 张旭雪摄

传承本草文化 服务冬奥世园

我区举办首届本草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 李姝娜 特

约记者 林辉）5月 12日，第十
一届北京中医药文化宣传周
暨延庆区首届本草文化节在
井庄镇拉开序幕，来自北京、
河北、陕西的 20家与中医药
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科技馆及
中小学生代表 300余人齐聚
一堂，共享本草盛宴。

开幕式上，“北京中医药
联盟”宣布成立，北京君信康
药业成为组委单位，北京中医
医院延庆医院、延庆区柳沟艾
草堂等 5家单位成为首批成
员单位。未来，延庆将借助北
京中医药联盟的良好平台和

独特的自然环境优势，大力发
展中草药种植，为丰富世园会
内涵和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作出更大贡献。

活动中，与会人员还参观
了本草科普廊、本草成果展，
体验了本草香囊制作、本草中
成药制作，并参加了中草药

“淘宝”比赛。“以前在工作中，
我看到的都是成品中药，通过
参加今天的比赛，我认识了很
多外观看着是普通植物，却有
治病救人功效的野生中草
药。”香营乡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中医师卢欣告诉记者，“这
次比赛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希望以后可以多举办类似活
动，让大家多了解一些本草文
化，掌握一定的中医药知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
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
医药事业。区卫计委副主任王
留忠表示，本草文化节的举办
将让中医药文化更好地走进学
校、走进乡村、走进机关，提高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通过发
挥“文化+”的作用，以冬奥会
世园会筹办为契机，将中医药
文化与旅游、健康、科技、体育、
生态、农业、经济等多业态融
合，丰富全域旅游资源，提高冬
奥会世园会服务保障能力。

5月4日以来，我区持续加大违法违规渣土车管理力度，采
取定点检查与夜间巡查的方式，重拳打击违法违规渣土车，为打
赢蓝天保卫战奠定坚实基础。截至目前，我区共出动执法人员
120余人次，检查6次，查处违法违规渣土车27辆次，共计罚款
近13万元。 史金秋摄影报道

果木微缩成盆景 园外园里话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