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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 方芳）走进位于丰台
区西三环的莲花池公园南区，只见蓝天碧水、草
木葱茏、色彩斑斓、鸟语蝶舞、游人如织，好一处
林水相依、蓝绿交织的城市生态森林景观。原
来，是他们将城市森林景观搬进了莲花池公园，
是他们将英国设计师绘制的蓝图变成了现实，
是他们为首都市民群众打造了一处亲近自然的
好去处，他们就是丰台区花乡造甲村的集体企
业——北京诚信恒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诚信恒远）。

诚信恒远是丰台区园林绿化局2018年“增
彩延绿”科技创新工程的建设者，他们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难关，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公园南
部4.2万平方米的荒芜之地，打造成了“林水相
依，万物共生”的城市森林景观。“现在的莲花池
公园南园示范区已经成了近自然营造的样板，
经常有景观设计师、绿化施工队伍前来观摩，学
习近自然多彩森林的营造。”丰台区莲花池公园
副主任陈光说。
迎接挑战、攻坚克难，努力把蓝图变成生动实践

“‘增彩延绿’项目，对于诚信恒远来说是一
个极大挑战，园林绿化局是业界的专家，我们干
这个项目是真正的班门弄斧，但是，我们有经验
有底气，再难也要把这个项目干好。”诚信恒远
的总经理蒋宝亮说。

南园示范区的土建、绿化都是难啃的硬骨
头。担任绿化设计的是英国谢费尔德大学景观
系主任詹姆斯教授，詹姆斯绘制出的设计图纸，
精细程度令人咋舌：每个地块每个点位该种什
么树，一棵棵标得清清楚楚，这一棵丛生蒙古
栎、那一棵车梁木，紧挨着的有白蜡、银杏、红
栎、元宝枫……同一个地块种的树基本不重样。

诚信恒远拿到设计图纸后也是大吃一惊，
但是，他们没有被吓到、难倒，而是把项目作为
企业发展、企业上台阶的路径主动出击。他们

带领技术人员三上世园会，四去颐和园，并多次
到园博园、北宫国家森林公园等地取经学习，然
后成立技术攻关小组，结合设计方案集思广益、
博采众长确定实施方案，分段分片施工。

“为了保证花草树木的成活，色彩的搭配，
我们专门熟悉研究各种花草树木的习性，花朵
和茎叶的颜色，确保达到设计效果。”诚信恒远
技术负责人王雨说，“我们天天蹲在现场与工人
一起施工，遇到问题现场研究、现场解决。”在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工人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
拼搏苦战，几个月的时间，种植各类大小落乔
1400 余株、灌木 10500 余株，地被 10000 多平方
米，各类植物品种达到120余种。

经过一年时间的养护，眼下，已经是草木葱
茏、色彩斑斓。河道两岸，红色的红王子锦带、
黄色的菖蒲、紫色的鼠尾草、黄白相间的花叶芦
竹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是一步一景、
移步异景。

注重细节、精雕细琢，努力做到最美最好
一条灰红相间的人行步道在景区蜿蜒穿行，

时而有市民群众健步走过。“这条步道是用透水
混凝土铺设的，下雨不积水，雨水直接渗到地下，
你可以试试。”王雨说着将手中的一瓶矿泉水倒
在步道上，只见水倒在地面上瞬间就渗没了。

为了这条步道，诚信恒远也是下了一番功
夫，费了一番周折。刚开始，从一个公司购买的
透水混凝土，铺设了几百平方米进行测试，一周
后，发现因为原材料粒石颗粒大，无法达到设计
的强度。“公司一夜之间把铺设的几百平方米步
道全部刨掉，连夜召集技术人员开会，研究粒石
的粒径多大才能又透水，又结实，还美观。”诚
信恒远副总经理刘双文说。

“透水混凝土系统拥有系列色彩配方，配合
设计的创意，针对不同环境和个性要求的装饰
风格进行铺设施工。这是传统铺装和一般透水
砖不能实现的特殊铺装材料。”王雨说，“透水混
凝土在满足强度要求的同时，还需要保持一定
的贯通孔隙来满足透水性的要求，因此在配制
时除了选择合适的原材料外，还要通过配合比
设计和制备工艺以及添加剂来达到保证强度和
孔隙率的目的。”

诚信恒远自己动手，主动担当起透水混凝
土配比的研究任务，专门从河北涞水购买粒石，
从山东购买增强剂，技术人员反复进行实验，然
后经过和设计及监理及时的沟通，终于获得成
功，铺装后得到各方的认同，更是受到市民群众
的青睐，雨天漫步不用担心积水。灰红相间的
透水步道像一条彩链在花草丛林中舞动，也成
为园中一景。
不凑合、不将就，努力追求原汁原味浑然天成

“为了凸显莲花池公园的城市森林主题，对
于项目设计的木桥、木凳及圆木座椅的木材我
们都是精挑细选认真对待，绝不凑合、不将就。”

蒋宝亮指着一搂多粗的木墩说，“我们收购的木
料都是农村拆房子拆下来的老房柁、老房檩，真
材实料，不但结实还不容易开裂走形。”诚信恒
远特意组织人员去靠近北京的河北省保定市乡
下收购木材，木材的选料都是圆木、实木，尺寸
规格均要超过设计要求，在外观及使用期限上，
做到最美、最好。

水系岸边的景石或大或小、或如卧牛、或如
鹅卵，千姿百态，原汁原味原生态，浑然天成，这
些景石都是诚信恒远一块一块精心挑选的。公
司派遣专人，负责景石的收集、挑选、采购、运输
及现场的安放，做到每一块景石都能为现场景
观做出完美的体现、相得益彰。“景石大多在直
径1.2米以上，体量这么大的石头运输和安装起
来难度非常大，再难我们也要达到甚至超过设
计要求。”王雨说。在景石安放过程中，需要16
吨的吊车吊装，4名施工人员在旁协助，1名工程
技术人员对现场指挥、把关，力争把每一块景石
安放在最佳位置，调整到最佳角度。

设计师设计的3个茅草亭，让诚信恒远直挠
头。用芦苇没效果，用北方的草没有韧劲和质
感，只有南方的茅草才能达到预期效果，询问多
地还找不到，“真是一把草难倒英雄汉”。诚信
恒远发动群众，寻购质量最好的、符合各项要求
的茅草。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在河北省
任丘市的一家门店找到了符合要求的茅草，门
店老板介绍说这些茅草是从南方上的货，是纯
正的茅草。铺到亭子顶上确实达到预期效果，
获得甲方及游客的一致好评。

“诚信恒远是造甲村的集体企业，曾经参与
过故宫城内部的一些修缮工作，平时还担负着
花乡地区30多个小区应急抢修任务，还负责汛
期抢险救援等任务，在疫情防控期间，诚信恒远
紧急处理70余件接诉即办件。”花乡造甲村党总
支书记蒋宝贤说。

设立总规模5亿元的发展专项扶持
基金，将国有企业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
政策执行范围扩大至区属直管公房……
5月26日记者从丰台区获悉，为有效应
对疫情影响，解决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
推动达产满产，延续前期出台“丰台十
条”的硬核特点，积极响应企业诉求，丰
台区再次加码，出台了“丰台新十条”，从
专项基金支持、租金减免、创新发展产业
生态等多个方面全面发力，帮助辖区中
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平稳发展。

“丰台新十条”即《丰台区进一步支
持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影响保持平稳
发展若干措施（暂行）》。在加大专项基
金支持方面，设立总规模5亿元的发展
专项扶持基金，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
精准支持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具
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中小微企业。

■在加大租金减免支持方面
将国有企业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

政策执行范围扩大至区属直管公房，执
行期延长，支持范围拓展至民办幼儿

园、面向公众开放的电影院、实体书店、
体育场所等。

■在加大创新发展产业生态支持
方面

鼓励商务楼宇、科技企业孵化器、
众创空间、文化产业园等各类载体为中
小微企业减免租金。鼓励轨道交通等
优势产业龙头企业及区属国有企业为
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开放空间载体、
场景应用，促进产业链融通创新发展。
发挥“丰台区科技三项费”作用，重点支

持对产业链有带动作用的项目。
■在加大商务消费领域支持方面
线上线下融合开展特色主题促消

费活动，扩大商品消费、优化服务消费，
促进文旅体商融合消费。通过发放运
营补贴、降低经营成本等方式扶持便民
网点、实体书店、文旅产业发展。

■在加大援企稳岗支持方面
发挥“丰台就业服务平台”“百姓就

业超市”作用，组织“云招聘”活动，为中
小微企业提供“一对一”招工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许正虹）5 月 1 日，
北京市正式实施《北京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既
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需要全社会共
同参与，形成强大的合力。自《条例》
实施以来，丰台市场监管局积极履职，
通过“四个主动”，强化两统一、两严
禁，助推商品交易市场垃圾分类工作
有序开展。

区市场监管局主动履职，强化监
管，检查塑料购物袋进货渠道和使用情
况，仔细查看塑料袋安全标识和环保标
识。要求市场主办单位要高度重视，做
到两统一：统一公示价格，统一柜台销
售。在市场显著位置统一悬挂《塑料袋
公示牌》，指定柜台进行统一销售塑料

购物袋。严格规范落实集贸市场、商品
零售市场限塑规定，做到两严禁：要求
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不得使用厚
度在 0.025 毫米以下的超薄塑料袋，不
得免费提供塑料袋。场所不得使用超
薄塑料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袋的。同
时强化行政指导和行政执法相结合“柔
性执法”，积极将行政指导融入执法办
案中。

同时，主动编制，提前介入，为更好
地开展市场内塑料袋监督管理工作，在4
月中旬，我局特制订了《塑料购物袋使用
管理工作指南》，详细制定了市场主办方
和经营者责任，监督检查工作重点等内
容，并针对检查重点和落实责任提前开
展针对性培训。

在主动宣传，守法普法方面，为了更
好地开展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丰
台市场监管局统一设计了《塑料袋公示
牌》和《塑料购物袋使用管理工作指南》
宣传展板，在市场显著位置悬挂，场内广
播循环播放，引导消费者认清超薄塑料
袋的危害，鼓励消费者使用环保购物袋，
减少塑料方便袋使用量，进一步净化消
费市场环境，为环境保护贡献力量，目前
全区 72 个市场均悬挂了《塑料袋公示
牌》和《塑料购物袋使用管理工作指南》
宣传展板。

主动出击，疏堵结合，督促市场管理
方升级改造市场收银系统，将塑料袋收
费自动纳入系统中，配合市场主办方积
极联系生产厂家，制作可重复使用的环

保购物袋（非塑料制品）投放市场进行使
用。目前此项工作已经在丰台区方庄市
场开展试点。

同时，丰台市场监管强化科所联动，
加大检查力度，凸显联动效能。截至目
前，丰台区商品交易市场塑料袋销售总
体符合要求，但也存在标识不符合要求
等问题，市场环节内共下发行政提示书
70份，责令改正通知书10份，立案查处违
反限塑令行为的案件31件。

下一步，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
加强对市场内的“限塑”工作的督导检
查，强化市场主办管理责任，要求签订
专项管理责任书，继续对违规行为加大
处罚力度，加大宣传力度，不断规范经
营行为。

本报讯（通讯员 车远达）受疫
情影响，由于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原
定于3月开工和复工的项目，延期
至5月底开复工。疫情期间，丰台
区积极组织各部门召开复工复产推
进会研究疫情防控下小区内改造施
工问题，抓紧推进，做好保障。

目前，丰台区洋桥71号院老旧
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已于 5 月 15 日
实现全面复工复产，正在进行楼本
体和室内上下水工程。据悉，该项
目也是全市首批在疫情防控状态
下复工复产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项目。

据了解，按照市住建委对复工
复产有关工作要求，丰台区房管局
牵头，西罗园街道办事处采用“街
乡吹哨、部门报到”模式，组织区住
建委、区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和项目

参建单位召开复产复工工作会议，
认真制定了复工复产工作方案和
新冠疫情防控方案，部署防疫和安
全工作。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发展
有限公司组织各参建单位按照方
案认真落实。

为消除小区居民疑虑，项目现
场所有管理人员及劳务人员健康
信息公示在小区出入口，员工每日
凭北京健康宝入场工作，所有施工
人员均测温、佩戴口罩，并减少和
居民的直接接触。同时，对工作场
地主动消杀，落实各项举措让居民
更放心。

同时，丰台区芳城园一区、芳
城园三区、芳古园一区第二社区也
同步小面积复工。其他延期项目，
会根据实际情况，两会后全部推进
实现复工。

本报讯（通讯员 李金星）北京
南站北广场西北侧立体停车设施
项目作为北京南站综合整治任务
的重要内容之一，承担着服务旅客
和周边居民停车的重要职能。北
京市丰台区综合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参股企业北京静态交通丰台公
司作为北京南站北广场西北侧立
体停车设施项目实施主体，在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期间，该公司统筹
安排、科学施策，严把“防疫关”、

“安全关”、“质量关”，不断推动项
目建设提标、提速、提效。

吊车轰隆、焊花飞溅、大型机械

设备来回穿梭……北京南站北广场
西北侧立体停车设施项目建设现
场，建设者们戴着口罩开足马力，随
处可见热火朝天的作业景象。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自复工复
产以来，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了防
疫和安全知识培训，严格落实北京
南站地区管理委员会和属地政府
部门的各项要求，强化各要素保
障，组织主体安装、土建施工、配电
设施等各工序穿插施工，抢工期、
抓进度、保质量，目前已完成钢主
体结构作业，跑出了重大项目建设

“加速度”。

丰台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启动复工

北京南站立体停车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 李冉）
近日，记者来到新发地四季顺鑫净
菜有限公司，实地探访新发地净菜
上市流程，为了降低厨余垃圾产
生，北京新发地根据《关于逐步推
进净菜上市工作的指导意见》，以
生产、销售、包装为重点，全面推进
净菜上市，减少厨余垃圾产生。目
前，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天产
生的果蔬垃圾大约100吨，通过开
展净菜上市活动后，预计每天能够
减少产生果蔬垃圾20%。

来到新发地四季顺鑫净菜有
限公司，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穿戴好生产防护服装、帽子和鞋套
才被允许进入生产车间。

车间内，机器轰鸣的轰鸣声和
水流的冲刷声充满了整个净菜生
产车间，按照净菜规范体系，四季
顺鑫净菜有限公司对主要蔬菜制
定了品种净菜生产、加工等各环节
相关规范。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对于清
洁后需要烘干的蔬菜，如青椒类
的，工作人员只需将采摘下来的青
椒放到清洗池中，在高压水流的冲
洗下将表面的泥土冲洗干净，随后
在传送带的带动下进入下个一冲
洗池，进行更加深度的清洁，最后
在烘干机的烘干下，一个个青椒干

干净净地落到了收集筐内，全部流
程只需要一个工人负责机器正常
运转，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在车间的另一头，带有泥渍的
土豆被工人倒入生产线上，削皮和
清洗工作完全实现机械化，只是在
生产线末端三五个工人对洗净的
土豆进行全面“体检”，对土豆微小
的坑洼处再筛查，保证每颗土豆都
光鲜亮丽。根据客户需要，还可以
将土豆等所有蔬菜在车间内切成
丁、片、条等客户想要的形状，最薄
的土豆片可以达到4毫米的厚度。
在通过无菌环境的真空包装行程
产品，蔬菜在上市前就变成了“你
想要的模样”。

北京新发地市场常务副总经顾
兆学介绍，根据蔬菜品类的不同，多
条生产线同时运作，经过清洗后，还
可以根据客户需要切成丁、片、条等
任何形状，食用时不必再清洗，极大
程度上减少了厨余垃圾的产生。据
了解，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天
产生的果蔬垃圾大约100吨，通过
开展净菜上市活动后，预计每天能
够减少产生果蔬垃圾20%，大约20
吨。经测算，全年累计能够减少源
头垃圾 7000 余吨。而产生的垃圾
由新发地市场集中通过压缩处理，
最大程度减少垃圾产生。

本报讯（通讯员 侯晓文 赵星）5月
26日，北京市丰台区税务局以“发挥‘银
税互动’作用，助力小微企业发展”为主
题，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
行、邮政储蓄银行、兴业银行、宁波银行
六家银行的北京丰台支行举办“银税互

动”签约仪式，共同谋划银税合作，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贝壳菁汇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志欣大连海鲜有限公司作为中
小微企业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此外，
有近200户优质中小微企业通过“线上”
远程参与活动。

活动中，丰台区税务局与六家银行
分别签署了“银税互动”合作协议与数
据安全保密协议，税务、银行和企业家
代表深入座谈，力促达成更多的合作共
识与银企融资意向，各银行还将就相关
融资产品，特别是抗疫期间针对促进企
业复工复产类的产品向企业推介，供有
资金需求的企业选择。

当前，针对疫情期间企业更加迫切
的资金需求，4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与
中国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发挥“银
税互动”作用，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的通知》，要求在已实施“银税互动”支
持政策的框架下，针对疫情期间小微企
业迫切的资金需求，加大税收信用贷款
支持力度，努力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渡过
难关。此次签署“银税互动”合作协议
是丰台区税务局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
院疫情防控常态化举措和全面推进复
工复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银税互动”工作通
知要求的有力举措，特别是正值全国

“两会”期间，对学习贯彻“两会”精神、
促进落实“六稳”“六保”工作具有重要
意义。

眼下，支持政策正在丰台积极落

地。“今年以来，我局与六家银行积极
努力，共为 324 户小微企业融资贷款
22.9 亿元”，丰台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干部王虹介绍说：“不仅如此，为抗击
疫情，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工作要
求，今年‘银税互动’受惠企业范围扩
大到了 M 级，同时将个体工商户也纳
入其中，助力空间和企业受惠面将更
加广泛。”

据了解，自 2018 年征管体制改革
以来，该局与六家银行紧密合作，通过
开展“银税互动”积极探索推动纳税信
用建设的路径和举措，近三年共为 952
户企业融资贷款 39.4 亿元，有效活跃
了区域企业发展活力，有力推动了区
域经济税收发展。如今，在新时期、新
形势下，该局积极促成税、银、企充分
交流，搭建三方桥梁，力求该项工作取
得新成效。

“在非常时期，‘银税互动’为小
微企业稳岗复产添力赋能，也让我们
更加懂得珍惜和使用好诚信纳税这
块金字招牌，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
源不断的动力。”贝壳菁汇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丰台区政协委员张
磊说道。

丰台市场监管局助推商品交易市场垃圾分类工作有序开展

丰台税务局为324户小微企业融资贷款22.9亿元
——丰台区税务局与六家银行举办“银税互动”签约仪式

设5亿元专项基金，丰台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新十条”
新发地蔬菜上市前变成了“你想要的模样”

诚信恒远的工作人员打捞水面的漂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