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8个车位将试点电子停车收费
本报讯(记者 夏超 通讯员

彭跃 王跃龙)近日，记者从区城
市管理委获悉，今年 11月底，
我区将在城区 478个路侧停车
位试点停车电子收费，进一步
规范停车秩序，实现路侧停车
智能化、精细化、数据化。

今年 7 月，我区启动了路
侧停车电子收费试点项目，截
至目前，项目建设工作进展顺
利，总体进度达 60%。记者在
湖北西路、妫水南街看到，道路
两侧高位视频设备杆已经安装
到位，其他路段也正在有序推
进设备安装。“路侧停车电子收
费试点项目是通过安装高位视
频设备，实施停车电子收费，把
路侧车位更好地管理起来，有
效减少僵尸车停放，提高车位
使用率，使路侧停车更加规范
有序。”区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道。

此次试点项目共涉及妫水
南街、湖北西路、妫水北街、东顺
城街、东街五条道路，在道路两

侧建设电子收费系统，试点车位
达 478个。据施工单位项目经
理介绍，“此次试点项目根据每
条道路实际情况，采用高位视
频、地磁两种车辆检测设备，感
应车辆进出、留存车辆图片，并
将相关信息实时传输至市级平
台，计算停车时间和费用，对停
放车辆进行统一电子计时收费，
实现规范管理路侧停车的目
的。”全区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试
点路段将安装35个高位视频设
备，截至目前，已安装20根高位
视频杆，待视频杆全部安装完毕
后将安装视频摄像头。

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试点项
目的实施，是我区首次采用路
侧停车电子收费系统对停放车
辆进行计时收费，停车管理收
费更加标准化、智能化，市民可
以通过手机APP或车辆管理人
员手持终端快速便捷地缴纳停

车费。“根据《北京市路侧停车
管理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等有
关要求，我区积极推进路侧停
车电子收费试点项目，通过设
备的实时监测、智能计费，有效
避免乱收费、私议停车费现
象。同时，有助于车主形成‘停
车入位、停车付费’的习惯，从
而减少乱停车现象，使停车文
明有序，为冬奥会世园会和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营造更加有序
的交通环境。”区城市管理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道。

据了解，整体工作预计于
11月底完成，届时，路侧停车电
子收费系统安装调试完毕并投
入使用，将为我区智能交通、智
慧城市的建设增添一分力量，
让延庆的交通更加有序和谐，
城市更加便捷宜居，为我区服
务保障冬奥会世园会筹办举办
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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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丹丹 通讯员 魏康巍）
从11月1日起，我区新建的66个小微型粗颗
粒物监测站进入试运行阶段。小微型粗颗
粒物监测站布设在全区 15个乡镇及 3个街
道，实现了乡镇街道大气粗颗粒物监测、考
核全覆盖，为扬尘污染防治提供依据。

大气粗颗粒物也叫“总悬浮颗粒物”（英
文缩写为TSP），为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
于等于 100 微米的颗粒，也可以理解成

“PM100”。为了数据更加有效，目前我区小
微型粗颗粒物监测站数据采集时间为 24
小时。

布设在井庄镇镇政府核心区的小微型
粗颗粒物监测站占地10平方米左右，相比国
控、市控监测站，小微监测站可以说是非常

“迷你”，监测设备大小如同鞋盒，采用光学
散射法自动测量空气中的颗粒物浓度，并通
过无线传输模块实现空气质量信息的实时
传送。

“按照区环保局的要求，我们井庄镇政
府对粗颗粒物监测站的选址进行了严格把
关，四个监测站分别布设在井庄镇政府核心
区、宝林寺村、柳沟村和王仲营村这些人流
密集场所，保证了监测数据的真实有效。”井
庄镇副镇长贺兴华介绍说。

据了解，根据全市统一部署，我区按照
每个乡镇 4个站点、每个街道 2个站点的要
求，建设了 66个智能小微型监测站，形成乡
镇街道空气质量考核监测基础网络。8月初
开始建设，9月底完成监测站的基础设施建
设，达到监测站点建设通电、通讯、通路、地
面平整的工作要求。“每个粗颗粒物监测站
点都需要单独电路电表，我们供电部门积极
配合，为监测子站建设开通绿色通道，第一
时间提供电力保障，确保子站按市大气办要
求按时完成建设。”区供电局营销部主任胡
正杰表示。

记者从区环保局了解到，目前，我区空
气质量监测网络由152个监测站点组成。空
气质量自动监测综合站共 7个，空气降尘监
测点位共 23个，PM2.5趋势监测站 56个，用
于24小时连续监测空气中细颗粒物、可吸入
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
氧六项指标。空气质量监测网络不仅可以
实时监测到各乡镇街道的大气粗颗粒物的
监测数据，而且可以及时分析污染物形成和
累积的过程，为环保部门和乡镇街道提供参
考，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治工作，也为我区环
境保护精细化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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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呼百应大扫除，红旗
飘飘靓家园”。11月 3日，区
创城办、香水园街道联合组织
辖区 47个驻地单位党组织和
12个社区开展周末大扫除活
动，670 名在职党员积极参
与，用实际行动扮靓家园。

虽然是周末，但党员志愿
者们都早早地来到卫生责任
区，身着整齐的志愿者服装，
手拿笤帚、簸箕、抹布、垃圾桶
等清扫工具，捡拾白色垃圾、
清理卫生死角、擦拭宣传栏及
公共设施。绿韵广场、恒生市
场、日上市场、社区、公园……

处处可见党员志愿者的身影，
处处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
忙碌景象。

绿韵广场作为香水园街
道辖区内的综合性商圈，环
境卫生一直是难点问题。今
年以来，香水园街道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
报到”机制，对商圈及周边环
境进行整体提升。但如果

“只整治、不管理”，再好的环
境也只是一时之功。此次周
末大扫除，香水园街道把绿
韵广场、恒生市场、日上市场
作为重点，安排 12个社区居
委会和辖区驻地单位党组织
党员实行网格化承包责任
制，负责网格区域内捡拾绿
地白色垃圾、清理地面堆物
堆料、监督商户门前三包、擦
拭宣传栏和门窗玻璃等，加

强广场的日常清洁管理。记
者在现场看到，清扫后的责
任区，环境更整洁了，进一步

改善了恒生市场、日上市场、
绿韵广场的环境面貌。

尽管天气寒冷，但参加活

动的党员热情高涨。大家发
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将每
一个卫生死角都清理得干干
净净。同时，党员们的行动也
带动了辖区商户的环境保护
意识，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参
与到清扫活动中。

“今天我参加了恒生市场
的周末大扫除活动，感觉这个
周末过得特别有意义，我们帮
助商户清理门前的杂物和菜
叶、清扫污水，使整个购物环
境变得干净整洁。今后，我还
要多参加这样的公益活动，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
多的人爱护我们的环境，美化
我们的城市。”区第三小学党
支部党员安春霞说。

区领导胡耀刚、陈合安、
李军会、黄克瀛以普通党员身
份参加环境清扫活动。

香水园街道670余名党员周末“靓家园”
本报记者 卢丹丹 通讯员 宋玉霞

京津冀“长城教育联盟”正式成立
本报讯（记者 滕薇 张顺

延 通讯员 韩合心 张桂月）
近日，由八达岭中学牵头组建
的京津冀“长城教育联盟”在八
达岭长城脚下正式成立。来自
京津冀的 14 所成员学校将各
施所长，通过开展一系列合作
交流活动，让长城文化浸润师
生心灵、焕发勃勃生机。

“长城教育联盟”由八达岭
中学牵头发起，协调长城沿线
的 14 所学校共同参与。联盟
的成立旨在传承长城文化、弘
扬长城精神、培育国家栋梁、提
高办学质量。联盟将通过发挥
各成员单位的优势，实现联盟
各单位教育教学资源优化共
享，将长城文化融入校园，引领
孩子们了解长城，热爱家乡，助
力长城文化带沿线教育事业

发展。
据了解，联盟成立后，14

所联盟学校将从教育教学管
理、学科教师交流、特色课程
实施以及学生社会实践等四
方面开展交流合作，通过搭建
教学观摩、学术交流、基础教
育研讨等多种信息交流平台，
进一步优化整合资源，让长城
文化在中小学课堂上“生根发
芽”。同时，联盟还将通过广
泛开展联盟学校间的资源交
流、学术交流和教学观摩活
动，以组织举办基础教育领域
的研讨会、交流会和培训班，
组织、编辑、出版本联盟共建
共享成果等方式，进一步研究
和弘扬长城文化，提升学校办
学质量。

长城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
城沿线学校具有“体系相连、文
化相近、育人相通”的共同特
征。“长城教育联盟”的成立填
补了京津冀三地长城文化教育
合作领域的空白，联盟学校间
的全方位良性互动也将助力京
津冀教育合作发展。

“‘长城教育联盟’的成立
是创新教育发展，扩大教育合
作的有益尝试，也是我们教育
系统参与服务京津冀协同发
展和长城文化带建设的积极
实践探索。”区教委中教科科
长解维说。下一步，区教委将
继续支持长城教育联盟开展
各项活动，为联盟发展提供保
障，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努
力推进京津冀三地教育创新
协同发展。 076d

图为区融媒体中心党员在恒生市场捡拾垃圾、摆放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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