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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
社区

民生

孙河乡村民收到
高科技新年礼物
“大家看一下，这个相册背
面上有一个二维码，用手机扫
一下码就能看到了……”近日，
孙河乡上辛堡村工作人员为村
民发放了“新年礼物”
《家和万
事兴——村庄记忆》VR 多媒体
相册，并向居民讲解了该相册
的使用方法。
大到老屋老院、砖瓦廊柱，

风险实时评测 规范经营行为
北京 CBD 将建信用评估体系与楼宇管理系统联动机制
记者从朝阳区“两会”了解到，北京 CBD
将建立信用评估体系与楼宇管理系统联动机
制，可实时、实地规范区域内企业经营行为，
防范金融风险；同时，策划 2018 北京 CBD 创
新发展年会，与国内外商务区开展交流合作，
提升国际影响力,推进企业双向国际化发展。

企业信用评估与楼宇管理联动
防范金融风险
2018 年，北京 CBD 将严格规范入驻企

小到古玩字画、花草宠物甚至锅

业经营，建立信用评估体系与楼宇管理系统

碗瓢盆等，
全都收藏在这本相册

联动机制，打造智慧楼宇品牌，探索区域经济

里面。在相册扉页上留有一张

转型升级新模式，促进产业空间的提质增效

光盘和一个二维码，
光盘内包含

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全村航拍视频、家庭相册图片和

《北 京 城 市 总 体 规 划（2016 年 —2035

家庭全景图片电子版以及 VR

年）》提出“北京商务中心区是国际金融功能

客户端安装包，
将光盘内的客户

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地，首都现代化和国际化

打造北京 CBD 创新发展年会品牌

区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区成果展示、国家文

端安装到电脑上，佩戴上 VR 眼

大都市风貌的集中展现区域。应构建产业协

提升国际影响力

化创意产业实验区发展等主题，通过邀请众

镜就可观看家庭全景图。

同发展体系，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孙河乡党委副书记李国荣

国际水准的公共服务”
。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
》

多专家学者及企业高管参会发言，凸显朝阳

提出
“在朝阳区东部、北部地区，
应强化国际交

区践行新发展理念，加速动能转换发展，助力
区域经济优化升级。

作为信息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北京 CBD

往功能，
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商务中心区的承

企业信用监管平台嵌入了企业信用风险评估

载地”
。北京CBD管委会研究策划2018年北

此外，2018 年，北京 CBD 管委会还将联

拍摄计划，
为每户自愿报名参加

模型，实现了对企业风险的实时评判，根据企

京CBD创新发展年会，
提升具有朝阳特色国际

合街道、交通等部门及商务楼宇探索 CBD 区

的 村 民 家 庭 拍 摄 VR 相 册 一

业风险类型，建立全面监测、重点监测、瞬时

交往品牌的影响力，
与国内外商务区开展广泛

域交通秩序改善新模式，结合地铁 28 号线建

套。历时 3 个月的实地取景，通

风险监测的监管模式。2018 年，企业信用监

交流与合作，
推进企业双向国际化发展。

设开展东大桥区域一体化规划设计，推广新

过无人机航拍、三维全景建模等

管平台将与楼宇管理系统实现联动，更有效

据了解，北京 CBD 创新发展年会分为商

多种方式，
实现了每家每户专门

地规范企业经营行为，
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

务、金融、文化、科技四大主题板块，围绕朝阳

向记者介绍，为留住乡愁，孙河
乡实施“家和万事兴 VR 相册”

能源商务班车等措施，持续改善 CBD 区域的
交通环境。

文/记者 王阳

图片源自网络

定制，每家的相册都独一无二。
目前，腾退村共计 2000 余户已
完成拍摄和制作，VR 相册作为
新年礼物，
正在陆续发放到村民
手中。

文/记者

王成

朝阳
“两会”提出 2018 新构想
重点推进亮马河、雅宝路、三里屯建设整治 新建 95 片全民健身专项活动场地

朝阳宣讲农村系统
十佳人物好故事

朝阳区将重点推进亮马河四环路以上段景观

到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朝阳区

廊道建设、雅宝路区域转型提升和“文化三里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朝阳区将新建

近日，
农村系统
“不忘初心牢

屯”三个区域整治提升。同时，计划新建 25

95 片全民健身专项活动场地。

记使命”
主题宣讲暨第五届十佳

个大中小微型公园，新建 95 片全民健身专项

人物表彰大会在将台乡驼房营村

活动场地。

记者从朝阳区“两会”了解到，2018 年，

步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让老百姓能够感受

此外，腾退出来的空间还用于完善公共
服务设施，利用边角地新增平面停车位 3564

文体中心举办，
十位宣讲者走上

2018 年，朝阳区还将抓好东部廊道建

讲台，
讲述身边支持
“一绿”
试点

设、广渠路沿线整治、长安街延长线环境整治

负责人说，
“ 我们将会集中利用腾退土地，高

施建设，建成 34 处文化活动中心。加快社区

建设工作的十位典型人物事迹。

等重点项目，提升环境品质和景观水平。全

标准建设温榆河公园和黑庄户农业生态公

养老卫生服务设施建设，建成 10 个养老中

来自将台地区办事处的宣

区 336 条背街小巷将被整治提升，同时，还将

园，加快形成朝阳区与城市副中心间的大绿

心、30 个养老驿站、7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建设 22 条环境优美大街。

带连接。同时，还将新建十八里店横街子公

来广营、安贞等地区利用地下空间，新建民防

园、小红门芳林城市森林公园等 25 个大中小

科普馆、社会文化中心、图书馆等多个公益便

微型公园。”

民场所。

讲员毛倩首个登台，讲述了李
昆在“一绿”腾退过程中，与居

“今年，
‘留白增绿’依旧是我们提升城市

民沟通获得认可的事。将台乡

发展品质的重要手段，我们全年计划新增改

东八间房村是“一绿”城市化试

造绿化面积 1000 公顷。”朝阳区发改委相关

个，缓解居民停车难问题。积极推进文体设

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朝阳区还要进一

文/记者 田梦溪 图片来源：
朝阳区水务局

点工作中第一批腾退村，该工
作启动时，不少村民持观望态
度，为了保证腾退工作顺利开
展 ，李 昆 带 头 第 一 个 签 了 协
议。李昆的母亲已经 60 多岁，
有些村民担心李昆会“谋私”，

朝阳今年新增便民服务网点 150 个
记者从朝阳区“两会”获悉，2018 年，朝

方米，人均售菜面积超过 60 平方米/千人，超

让老母亲提前选房，但启动腾

阳区计划选址建设早餐、家政等便民服务网

退的头天晚上，大家看到的是

点 150 个，其中新建规范社区菜市场、生鲜超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对全区内各类蔬菜

老人和村民们一起连夜排队，

市各类蔬菜零售网点 60 个，其中 1000 平方

零售终端的分布进行更加科学的评估和规划

给村民带了个好头。

米以上便民商业服务综合体 5 家。

布局，从‘菜篮子’到‘一张图’，再到‘一盘

随后，朝阳区坝河水务管

过北京市 50 平方米/千人的规定要求。

近日，位于平房乡的福盈家园便民商业

理所副所长张宇宣讲了《奋战

服务综合体正式开业，面积 2600 余平方米，

在一线的朝阳水务战士》；来广

是平房、三间房地区目前最大的便民蔬菜直

棋’，逐步健全朝阳区农产品零售网点建设，
提升农产品保障供应能力，打造更加安全、快
菜农药残留。

捷、便利的农产品服务保障体系。”朝阳区商

营地区清苑路第二社区宣讲员

营店。店内蔬菜水果品种增加至 500 多种，

据介绍，该菜店可以覆盖和服务平房、

郭姝宣讲了《我想一直做公交

大部分都由产地直供，统一采购、统一配送，

三间房地区定福家园、定福景园、福盈家园、

建或规范提升连锁化、规范化、品牌化的便利

文明引导员》等，宣讲员从旁观

不仅售卖蔬菜水果、米面粮油、鲜肉海鲜等

泰福苑、三间房西里、天泰苑新村等周边约

店（超市）、餐饮、便民菜店等生活性服务业网

者的视角，讲述身边榜样，赢得

各类百姓日常所需的商品，提供家电维修、

20000 户共计 50000 多居民。

点 150 个，其中蔬菜零售网点 60 个，有 5 家

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代收快递、洗衣、家政等多项便民服务项目，

文/记者

田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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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设立食品安全检测点供居民现场检测蔬

截至目前，朝阳区共有各类蔬菜零售网
点 1282 个，蔬菜网点总面积约为 21.34 万平

务委相关负责人说。2018 年，朝阳区计划新

是 1000 平方米以上的便民商业服务综合体。
文/记者

田梦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