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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在大红门南中轴沿线“疏解还绿”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漫步在金黄
的稻田，听着蛙鸣，看着鱼在水里蹦，蟹
在稻田爬，闻着稻花香，仿佛回到了童
年。”丰台王佐镇佃起村的马汉权先生和
老伴开心地说，“我们有空就过来遛遛，
在这样的环境里心情舒畅。”蓝天白云，
稻田金黄，鱼在水里蹦，蟹在稻田爬，蛙
在田间跳，虫在草里唱，消失40多年的水
稻种植回来了，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情景
再现王佐镇佃起村金岗农业园。

佃起村金岗农业园有200多亩，位于
丰台区西南的南岗洼，五环路和六环路
之间，东侧紧邻京港澳高速，北侧紧邻长
青路。走进农业园，左边是生机勃勃的
菜地，右边是绿油油的玉米地，再往前
走，左边 70 亩的油菜花海已经种上了大
白菜，右边是绿中泛黄的稻田，地头的池
塘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金黄的稻穗低
垂，风儿吹过，唰啦啦作响，稻田里的稻
田蟹听见脚步声警觉地藏进稻田深处。

三月份还是一片空白的土地，短短几
个月，就在这片土地上播种出油菜花海，
种植出一畦一畦碧绿的蔬菜，现在又是稻
花飘香，逐渐成为市民群众旅游休闲和农
事体验的好去处。“我们就是佃起村的，还
记得小时候这里就是大片的稻田。”马汉
权先生和老伴指着稻田说，“这片稻田成
了我们退休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离这
儿近，对这儿有感情，看见稻田特别亲
切。”“我们在稻田里投放了1万5千多只
蟹苗，1500多斤稻田鱼，现在都长大了、长
肥了，我们自己都没想到，第一年就获得
了成功。”佃起村副书记王汉生笑着说，

“再有 50 天左右，差不多水稻就该收割

了，我们还打算举办个开镰节。”
据了解，佃起村由佃起、岗洼和水牛

坊三个自然村组成。此地处于北京西潭
柘寺水域，周边有小清河、佃起河还有竹
筒水库，水资源丰富，也曾经被人们誉为
京西鱼米之乡。佃起村种植水稻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清代晚期，水牛坊村就是因为
饲养耕种稻田的水牛而得名。

本报讯（特约记者 骆倩雯）8月3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正式进驻北京。9月15日，督察组副组长赵英民以及
督察组部分成员前往丰台区调研。北京市副市长杨斌参加调
研活动。

上午，督察组一行首先来到丰台区槐房再生水厂，调研城
市污水处理、湿地建设等情况；随后来到英视睿达科技有限公
司，调研丰台区大气环境精细化管理支撑平台运行情况。赵
英民表示，在充分肯定前期治理的基础上，水环境治理下一步
的重点是如何控制水质长期稳定达标，如果像大气治理一样
在极端情况下也能达标，那就说明治理有成效了。同时，北京
针对自己的流域范围，还应该严格监管，稳定控制水质。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到丰台调研

蓝天白云倒映在碧水中，荷叶田田，骄
阳下粉嫩的荷花绽放着，小桥横架，栈道
蜿蜒……如果说在3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建筑
面积7万多平方米、拥有从业人员1100多人
的批发市场，您能相信吗？

这个名为“久敬庄”的公园，以前就是经
营面料辅料的正天兴皮草市场。

大红门地区曾经活跃着 45 家市场，涵
盖了服装批发、面辅料批发、窗帘床上用品
批发、鞋帽批发、小商品等，在疏解整治促
提升过程中，已经拆除 19 家市场。丰台区
在大红门南中轴沿线“疏解还绿”，两年来
已经新增御道入口、红门霞栖、红门佳荫、
梣林叠翠、秀林秋彩、久敬庄公园、东高地
公园和三营门公园8处公园，为南中轴沿线
添绿33万平方米。

正天兴皮草市场
久敬庄公园
南中轴门户景观 重现南苑水草丰美
南四环大红门桥向南，通久路口左拐，

目前还藏在围墙后的久敬庄公园即将完工，
年内将向市民开放。久敬庄公园位于规划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范围内，紧邻南中轴路，
是未来南中轴界面上的门户景观，总绿化面
积为10.41公顷。

“2013年一家名叫正天兴皮草研发中心
的市场在这里开业，里面全是卖面料、辅料
的，那时候市场里商铺林立、车水马龙，路边
拉布料的车辆乱停乱放、违规行驶见怪不
怪，路边小摊游商不仅占路经营还乱扔垃
圾，出家门都成了烦恼。”一位在路边遛弯儿
的居民告诉记者，听说这里要建成公园，没

事他就来溜达一圈，盼着公园早点开放。
正天兴皮草研发中心被列入丰台区疏解区

域性批发市场项目，于2017年9月关停，2018年
8月拆除，去年10月开始进行复垦、绿化。

点睛
丰台区园林绿化局现场工作人员党源告

诉记者，按照规划设计，久敬庄公园以中轴界
面展现南苑风貌，主题是云林芳歌，分3个功
能区，云林浓荫、彩林花溪、缀化草甸。记者
在现场看到，这里还建设了篮球场、乒乓球场
等多种活动场地，以满足周边居民活动需求，
通过塑造局部微地形，形成四周高中部低的
山水环境，利用拆除建筑的坑底恢复了地块

内的历史水系——老丁乾泡子，为逐步恢复
南苑历史一河一泉三泡子的水系景观“打底
儿”，重现南苑水草丰美的水淀景观。

木樨园三角地
“御道入口”
重要景观节点 展示古御道历史文化
南三环木樨园桥东南，有一块面积仅10亩

多一点儿的三角地，此前曾是一块闲置边角地。
如今这里已经是一片林木葱葱的美景，入口的石
台处是一幅清朝皇帝南苑秋狝图，绿树掩映的公
园核心区域是一个小广场，广场的地面刻着一幅
巨大的清代南苑地图地雕，数百年前南苑的一路

一河一景一屋都清晰可见，为游人展示地区的历
史和由来。

点睛
党源告诉记者，御道入口公园所在地是

永定门外南中轴重要景观节点，元明清皇帝
南苑行围的必经御道，也是南中轴与古御道
的交会点，在改造过程中特意营造了疏朗大
气的秋季景观林，白蜡、银红槭、栾树等秋季
彩叶树种自然过渡辅路弯道转角，形成疏林
草地、下凹绿地和灌丛密林三个层次，展示
古御道历史文化。

大红门景观带
北接永外南承南苑
绿美中轴线 规划1.6万亩森林湿地公园
南苑大红门地区是中轴线南延最重要

的一段，北接永定门，南承南苑湿地公园，是
北京城传统文化的载体。丰台区园林绿化
局在南中轴的设计定位上着重突出“生态
轴”、“文化轴”和“未来轴”理念。除了增加8
个公园外，南中轴木樨园桥至大红门桥3公
里的绿化带和立交桥绿化景观也同步进行
了提升，总提升改造面积达到11.09公顷，在
种植形式上强调皇家文化的庄重、大气、简
洁、仪式感，用列植、树阵、林荫等方式，着力
打造历史厚重感的绿美中轴线。

点睛
极目远眺，南中轴北接永外“恢弘气

势”、南承南苑“千年绿苑”，展示着东方文明
古都规划建设的出色成就。随着规划1.6万
亩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建设，这片热土将成
为“首都南部结构性生态绿肺、享誉世界的
千年历史名苑”。 特约记者 孙颖 刘平/摄

鱼在水里蹦 蟹在稻田爬 蛙在田间跳

稻花香里说丰年情景再现王佐佃起

第34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举行
市政协主席吉林出席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5周年，9月14日上午，北京第三十四届卢沟桥醒狮
越野跑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市
政协主席吉林，市政协副主席程红、牛青山、林抚生、燕瑛，
市政协秘书长严力强，市政府副秘书长尹培彦，市体育局局
长、市体育总会主席赵文，区委书记徐贱云，区委副书记、代
区长初军威，区政协主席刘宇等领导出席开幕式。

北京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是一项以纪念抗战胜利为
主题、以体育为载体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由政协北京市委
员会、市体育总会、丰台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该项活动自
1987年以来，每年举办一届，吸引了众多长跑爱好者和爱国
人士参加。

7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旗帜下，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取得了抗日战争的
伟大胜利。75年后，首都各界人士齐聚卢沟桥畔，重温抗战
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启动仪式上，群众代表表演《我的祖国》配乐诗朗诵，现
场队伍齐声高歌《黄河大合唱》，气氛隆重而热烈。与以往
不同，本届活动首次采用“线上+线下”方式举办，参加启动
仪式的主会场统战队伍从抗战馆向卢沟桥健步走、五个分
现场（亦庄开发区国际企业文化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首钢园、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丰台绿堤公园）参加队伍越
野跑7.5公里，另外还有3000余人通过“云上跑”形式参加活
动——10月7日前，个人自选时间、自选场地进行越野跑7.5
公里或21.0975公里（半程马拉松）。主办方希望通过创新
活动形式，让更多的人参与醒狮跑，在强身健体的同时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

市区政协委员、民革市委党员、师生代表等各界人士
10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活动同步通过千龙网进行网络
直播。

区领导李岚、张婕、连宇，区政协机关党组书记肖文燕
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 方芳）9月11日至12日，区委副书记、代区
长初军威率丰台区党政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
旗对接京蒙扶贫协作工作。兴安盟委委员、副盟长孟文涛等
一同参加活动。

丰台区党政代表团先后深入草原鸿德扶贫车间建设项目、
“我在扎赉特有一亩田”项目基地等地调研考察。丰台区党政
代表团走进温都尔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包金成、王金小家中慰
问，并分别赠送慰问金。代表团一行还看望慰问了扎赉特旗挂
职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调研考察期间，双方召开京蒙扶贫协
作座谈会，就进一步加强各领域扶贫协作进行了交流探讨。

初军威首先感谢扎赉特旗在丰台抗击新发地市场疫情的
关键时刻，第一时间筹措物资、先后两次支持丰台抗疫。他表
示，丰台区对扎赉特旗的对口帮扶工作坚持不动摇、不松劲、不
打折，以更大的支援力度、更多的资源投入，助力扎赉特旗脱贫
攻坚工作实现圆满收官。在下一步工作中，要发挥优势助力消
费扶贫，持续加强重点领域帮扶，着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今
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越到最后关头，越要有一鼓作气的
决心。丰台区将与扎赉特旗一道，继续绷紧弦、加把劲，以更加
坚定的信心、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扎实的作风合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

丰台区领导苏扬，扎赉特旗领导麒麟、刘建、刘海涛等参
加调研考察和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您好，我们这儿的菜有
大份的和小份的，请您点餐。”“您好，你们点的菜差
不多够吃了，不够吃再点。”丰台区志欣大连海鲜农
家菜的服务员为顾客介绍菜品和价格。为了坚决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丰台区向全区餐饮经营单位发出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倡议书，区餐饮住宿服务
行业协会及时设计制作发放“光盘行动、禁止浪费”
宣传海报，同时，号召餐饮企业提供“半份、半价”“小
份、适价”等服务方式，全力推动“光盘行动”。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决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丰台区餐
饮住宿服务行业协会、丰台旅游联盟、丰台区私营
个体经济协会联合向全区餐饮经营单位第一时间
发出“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倡议书，区餐饮住宿
服务行业协会及时设计制作发放“光盘行动、禁止浪
费”宣传海报。

“我们协会设计制作‘光盘行动、禁止浪费’宣传
海报300张，通过自主领取、到店宣传两种方式，目前

共发放190张，辐射区内72家餐饮企业进行张贴，引
导各餐饮企业以及消费者文明理性消费。”丰台区餐
饮住宿服务行业协会会长穆慧妍说。

据了解，丰台区餐饮住宿服务行业协会秘书处
及各个会员餐饮企业宣传倡导并践行餐桌文明，积
极推行“分餐制、公筷制、双筷制”；提供“半份、半价”

“小份、适价”服务方式，倡导“光盘行动”；带头不使
用一次性餐具，提供环保打包服务。近百余家餐饮
企业已经推行“分餐制、公筷制、双筷制”、不使用一
次性餐具，提供环保打包服务，像志欣大连海鲜、福
泉海码头等部分餐饮企业已经提供“半份、半价”“小
份、适价”服务方式，并积极倡导“N-1”点餐模式，各
餐饮企业用实际行动践行“勤俭节约、光盘行动”。

丰台区党政代表团赴扎赉特旗对接扶贫协作工作

丰台区多措并举深入推进“光盘行动”

志欣大连海鲜农家菜的服务员正在张贴宣传海报志欣大连海鲜农家菜的服务员正在张贴宣传海报。。赵智和赵智和//摄摄

久敬庄公园重现南苑水草丰美的水淀景观。 特约记者 刘平摄

原梓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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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无际的稻田。

稻田蟹稻田蟹

稻穗上的蜻蜓。原梓峰/摄

本报讯（通讯员 丁博文）9月15日，区委书记徐贱云调
研督导国家卫生城区创建工作及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

在新发地市场，徐贱云强调，要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
求，扎实做好新发地市场复市后经营管理各项工作，认真分析
研判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形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实时监
测货品上市交易情况，全面恢复果蔬供应能力，全力做好首都
农产品供应保障。要严格防疫要求和市场准入，加强货品溯
源和车辆进出管理，进一步优化市场交易方式，持续改善环境
面貌，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营造良好环境秩序。

在凯德MALL大峡谷店，徐贱云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
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扎实推动“制止餐饮浪费 践行光盘行动”
专项工作取得成效。要把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为餐饮行业常
态化工作任务，鼓励提供“半份菜”“小份菜”服务，引导消费者
适量点餐、防止浪费。要发挥北京榜样、文明家庭、道德模范
等典型带动作用，推动“光盘行动”成为全社会的行动自觉。

区领导李岚、周新春、张婕、连宇参加。

徐贱云调研督导国家卫生城区创建等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关璐）9月16日，区委书记徐贱云，区委副书
记、代区长初军威到长辛店镇、王佐镇检查督导农村人居环境。

徐贱云强调，要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加大
力度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营造良好村容村貌，建设生
态宜居、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要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棚
户区改造、老镇疏解等紧密结合，加快推进搬迁腾退相关工
作，促进村域环境提质升级。要统筹做好厕所改造、生活垃圾
治理、污水治理等各项工作，建立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长
效机制，防止问题反弹。要重视做好防汛临时周转安置房的
管理使用工作，在做好受灾群众安置的同时，严禁出现长期占
用、占为己有、转租他用等问题，确保周转安置房管好用好。

初军威指出，要切实加大农村地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力
度，对标对表做好违建拆除、堆物堆料清理等整治工作，高质
量完成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任务。同时要做好村庄规划，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努力将农村的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
绿色发展优势。

区领导李岚、张婕、刘永宗一同参加。

区领导到长辛店镇、王佐镇检查督导农村人居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丁博文）9月17日，区委书记徐贱云到南
苑乡、大红门街道调研督导垃圾中转分拣和路边店复苏工
作。徐贱云强调，要积极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动员，推动文
明习惯养成，提高群众参与率，切实抓好生活垃圾源头分类、
源头减量。要进一步优化收运处置流程，提高既有设施运行
效率，同时，科学合理增补改造垃圾楼、中转站等设施，最大限
度减少对周边住户的影响，有效破解邻避效应。到大红门街
道木樨园区域，徐贱云强调，要加强与空置店铺产权单位的沟
通协调，解释好、运用好房租减免政策，加快推动空置店铺招
商出租和复苏营业。同时要分析调研周边居民生活需求，统
筹考虑区域空置店铺、腾退空间的改造利用，规划增补公共服
务设施，为群众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徐贱云调研督导垃圾中转分拣和路边店复苏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