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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记者 潘福达
延庆小海陀山南麓，山路陡峭，寒风呼啸，这里是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核心区的建设现场。1 月 7 日上
午，在海拔 750 米高的山体隧道中，一阵欢呼声传来，
南北对向掘进的两拨儿工人们在一处隧道作业面胜利
会师，他们激动地拥抱致意，庆祝冬奥会延庆赛区综合
管廊隧道全线贯通。
隧道内部空间如同巨大的地下宫殿，宽度和高度
都是 8.5 米，整体截面呈城门洞形。隧道一眼望不到
头，微弱的灯光点亮了前方的路面。
“这是冬奥会延庆
赛区的‘生命线’，也是国内首次在山岭隧道中建设综
合管廊！”市重大项目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条综合管
廊作为延庆赛区基础性保障工程，将为赛区造雪用水、
生活用水、再生水、电力、电信及有线电视等设施接入
提供通道，还能为冬奥会后开展大众冰雪运动、实现冬
奥场馆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市政保障。
这条综合管廊南起佛峪口水库、北至延庆赛区核
心区，全长 7.9 公里。管廊进口段海拔 550 米，出口段
海拔 1100 米，由南至北向山上延伸，两个标段的平均
坡度分别是 5%和 10%，山顶最大坡度达到 15%，垂直提
升达 550 米，运送物料的车辆都得配上防滑轮胎。施
工所处的燕山山脉地质条件异常复杂，不同强度围岩
交替出现，施工方中铁十八局、中铁十四局两支
“铁军”
的工人们前后奋战 15 个月，最终实现管廊隧道的成功
贯通。
京投管廊公司副总经理韩宝江介绍，在山中开辟
“生命线”
，除了传统的钻爆法外，施工还用上了全断面
硬岩隧道掘进机等施工技术，这在山岭隧道大坡度施
工中开创了先河。

冬奥会延庆赛区综合管廊全线贯通
目前还是一片空旷的综合管廊，未来将分隔成各
类功能仓：其中上仓为电力仓和电信仓，下仓为水仓，
包括造雪用水、生活用水、再生
水，地面上还将安装检修特种车
辆通道。按照计划，综合管廊项
目将在 4 月铺设管线、9 月具备
通水通电条件，先于场馆建设实
现完工，为延庆赛区 2020 年 1 月
陆续开始的冬奥会各项测试赛

张延摄

提供保障。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核心区位于小海陀山南麓，
将建设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两个竞
赛场馆和延庆冬奥村、山地新闻中心两个非竞赛场
馆。据市重大项目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纳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共计 31 个项目，截
至 2018 年底已开工建设 25 项。其中兴延高速、松闫路
（改线段）、昌平 500 千伏主变增容工程三项已于 2018
年率先实现完工。

万福地与如意云头纹、卷草纹、
回纹均提取自原物加以还原，
瓶
身呈六瓣瓜棱形，
描绘了多彩花
卉；
倒计时 100 天种子异形明信
片整体色调清新淡雅，
与花朵鲜
艳的色彩对比鲜明又相得益彰，
明快活泼，
寓意着北京世园会满
园缤纷、万紫千红；采用连珠玺
形式的祥瑞合玺，
合玺钮分别为
龙钮和狮钮，
玺钮以乳钉纹玉璧
相连，龙狮身躯掩映于祥云间，
龙狮都是最具中国风的瑞兽，
狮
因其谐音
“事”
，
因此被赋予了喜
事、
好事等吉祥的寓意。
2019 年是猪年，世园会还
推出了
“猪事如意”
紫砂壶，
紫砂
壶采用一粒珠造型，
壶嘴犹如葫
芦壶腹自然生出，气势饱满，彰
显出一派古雅之气，
线条流畅舒
展，于静中有动，充满灵动之
美。首次亮相的世园徽宝通体
为和田碧玉材质，
由设计师手工
雕琢完成，
世园徽宝印钮采用了
龙凤造型，
寓意着祥瑞、
和谐。
此外，
在此次的特许商品推
广活动上，北京市邮政公司、中
国金币总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等 15 家企业接受授牌，
成为了世园会第二批特许企
业。
“作为北京世园会的特许生
产商和特许零售商，
北京邮政将
分阶段推出‘文化专题、旅游纪
念、游客个性化’三大类多款邮
政特许产品，
并将在北京世园会
倒计时一百天之际在全国发行
主题纪念封等特许邮品。”北京
市邮政公司负责人说。

北京市延庆区 2019 年重要民生实事
一、
扩大基本公共服务（6 项）
1.引导无物业老旧小区居民进行
自治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
式，让社会组织进驻无物业管理的前
门鞋厂老旧小区，开展居民自治试点
引导工作，以社会化工作方式引导居
民成立自管组织，进行自我服务管
理，探索化解无物业管理老旧小区乱
栽乱种、公共设施无人管理等服务、
管理问题
2.加强全区“老年幸福餐桌”建
设，
农村新建 40 家
3.实施张山营镇西卓家营村、大
榆树镇程家营村、四海镇大胜岭村安
全饮水工程
4.实施大庄科乡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改扩建工程建设
5.开展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
和供水设施调查工作，对全区 15 个乡
镇 355 个行政村 414 个集中式供水单
位进行枯水期、丰水期水质采样检
测，及时对水质监测结果进行分析研
判，提出水质改善建议，为水务部门
及所属镇、村提供整改依据
6.推进 5 家养老驿站建设
二、改善群众居住条件（2 项）
7.实施延庆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工作，2019 年改造 5 个老旧小区
8.建设筹集共有产权房、集体土
地租赁房等各类政策性住房 1300 套，
进一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三、提升市民生活品质（6 项）

9.开展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 1900
场，组织周末精品演出 100 场；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1.5万场；
图书流转60万册
10.更新配建全民健身工程器材
181 套，满足群众全民健身需求
11.为村、社区配建室外健身棋苑
286 套，满足群众全民健身需求
12.对我区区内市民开展国民体质
监测3000人，
提供科学健身指导依据
13.开展科学健身及冬奥知识大
讲堂活动不少于 6 场
14.完成 18 个便民网点的新建或
规范提升工作
四、
方便市民出行（5 项）
15.优化延庆城区部分主要公交
线路，高峰时段在新城区增加班次；

延迟区内部分主要公交线路末班车
运营时间至晚 20：50；优化东部山区
部分公交线路，
在沙梁子客运站驻班
16.对城区支路以上道路路侧进
行停车位规划，施划路侧停车电子收
费车位约 1000 个，完成支路以上道路
停车电子收费全覆盖，进一步解决停
车难问题
17.拓宽郭石路，为通公交创造
条件
18.大庄科乡重新修建部分进村
路，完成解东路的道路改造，完成暖
马路施工图设计
19.对东闫路进行改造提升
五、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2 项）
20.实现东部山区乡镇生活垃圾

延庆区融媒体中心

规范清运工作
21.实施延庆区农村地区村庄煤
改清洁能源 50 个村庄 1.6 万户，未纳
入煤改清洁能源村庄实施优质燃煤
全覆盖，优质燃煤替代 5 万吨
六、消除安全隐患（1 项）
22.为 1.6 万户 60 周岁以上老人
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
七、提高社会保障水平（3 项）
23.城镇新增就业 6000 人
24.组织大培训 20000 人次
25.建立 6 个残疾人帮扶性就业
基地，为 200 名残疾人提供社区和居
家康复服务，为 0—16 周岁 30 名残疾
学生提供康复、辅具、家庭无障碍改
造等助学服务

八 、部 分 街 道 乡 镇 民 生 实 事
（5 项）
26.为百泉街道国润家园社区、湖
南社区建电动自行车棚、安装电动自
行车充电桩
27.完成大榆树镇小泥河村、刘斌
堡乡周四沟村、观西沟村田间路工
程，为珍珠泉乡称沟湾村加宽珍称路
28.为康庄镇西红寺村、马营村建
设村级温馨家园
29.对沈家营镇域内餐饮单位、企
事业食堂、学校、敬老院、社区服务站
等单位进行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
30.完成张山营镇东门营村水源
井及蓄水池防护工程、丁家堡村饮用
水井房及蓄水池提升改造工程

世园会推出二百余款特许商品

冬奥会延庆赛区
“生命线”
全线贯通

北京日报讯（记者 李瑶）
两个矿泉水瓶做成一支荧光
笔、废旧报纸做成铅笔、环保再
生 纸 做 成 文 件 夹 …… 近 日 ，
2019 北京世园会推出 200 多款
特许商品精品，一批环保文具
颇为亮眼，传递了世园会“绿色
生活 美丽家园”的办会主题。
在特许商品精品展柜里，
环保矿泉水瓶再生荧光笔、环
保再生文件夹、再生纸铅笔、环
保帆布笔袋、环保牛皮纸圆珠
笔等环保产品琳琅满目，吸引
了不少目光。这些文具中，有
的是材料环保，有的是理念环
保。
“ 例如，环保矿泉水瓶再生
荧光笔以矿泉水瓶为原料，经
过再加工成为荧光笔，回收两
个瓶子就能做成一支，共有红
橙蓝绿黄五种颜色；再生纸铅
笔用旧报纸做成，环保帆布笔
袋由本为环保材质的帆布做
成。这些都是材料环保。”环保
文具设计师林洪说，而透明环
保防冻胶套笔记本，胶套里面
的封面可以根据使用者爱好替
换，传递了一种环保理念。
除了环保产品，
特许商品中
还有很多做工精美、
技艺卓越的
精品。四时吉祥花卉对瓶，
构思
新颖、富有诗情画意，寓意着四
季平安、
满堂富贵。其设计灵感
来源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清
乾隆霁蓝地描金粉彩诗句花卉
纹大瓶，
由此衍生创作出十二花
卉对瓶和茶杯套装。对瓶颈部
及近足处的霁蓝釉描金彩缠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