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市过去五年新建 4 座生活垃圾焚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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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能力增加近 4 倍

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厂年底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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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设施处理能力达到 7950 吨/日；粪便处
理能力达到 6200 吨/日。
“这些设施的建成投产
和升级改造，极大地增加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能
力，并且优化了生活垃圾处理结构，提高了生活垃
圾资源化水平，提升了环境污染控制力度。”该负责
人表示，预计到 2018 年底，本市的生活垃圾资源化
处理能力将达到 2.4 万吨/日，基本满足本市生活垃
圾处理的需要。

迎接市十二次党代会
本报讯（记者 王斌）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从市
城市管理委获悉，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厂将于今年
年底建成，目前设备安装量已接近 80%。过去五
年，本市新建成 4 座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能力由
2200 吨/日增加到 9800 吨/日，增加了近 4 倍。此
外，随着一批天然气门站的建成投产，北京市的燃
气供应得到了更充分的保障。未来两至三年内，北
京市天然气门站数量将达到 13 个。

本市将建成 13 个天然气门站

焚烧厂烟气排放严于欧盟标准
昨天上午，北青报记者来到昌平区百善镇和小
汤山镇交界处，这里是正在建设的阿苏卫循环经济
园。爬楼梯至余热锅炉车间的 13.5 米平台，不少工
人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安装焚烧炉及配套设施。
据项目总工程师崔文光介绍，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
厂自 2015 年 9 月开始施工，目前土建已经完工，设
备安装量接近 80%。
“一共有四台焚烧炉，建成后每
天可以焚烧约 3000 吨垃圾，预计今年 12 月可以建
成投产。
”
针对人们曾经担心的焚烧垃圾产生有害气体
的问题，崔文光表示，该焚烧厂的烟气净化采用一
套综合处理系统，烟气排放能够达到“欧盟 2000”
、
国标、北京市地标中的最严格值。北青报记者在现
场展板看到，一些主要污染物的设计排放浓度，如
烟尘、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氯化氢等，24
小时均值均严格于国家标准。
二噁英的排放浓度则控制在每立方米 0.1 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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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
“ 经专家调研，这座 3000 吨规模垃圾焚烧厂
的二噁英产生量，还比不上一家 200 人规模的烧烤
店所产生的二噁英。”崔文光形象地说。另外，阿苏
卫生活垃圾焚烧厂还配备了两台 30 兆瓦发电机
组，预计年发电量可达 3.5 亿度，其中超七成并入电
网，
为居民及社会供电。

五年来垃圾焚烧能力增加 4 倍
据市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五年是
北京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历史上最快的五年。新建、

改建各类设施 42 座。其中，
新建成 4 座生活垃圾焚
烧厂，
焚烧能力由 2200 吨/日增加到 9800 吨/日，
增
加了近 4 倍。同时，生化处理能力提高了 50%，全
垃圾资源化处理率超 60%，原生垃圾基本实现无害
化处理。
过去五年，全市还完成了 16 座垃圾卫生填埋
场全密闭改造工程，以及高安屯填埋场、六里屯填
埋场、半壁店填埋场、西田阳填埋场、南宫堆肥厂、
大屯转运站等 6 座垃圾处理设施渗滤液处理系统升
级改造，新增渗滤液处理能力 1720 吨/日，渗滤液

离开阿苏卫循环经济园，北青报记者又来到昌
平区马池口镇白浮村南的北京燃气集团西沙屯门
站。这座门站已于 2014 年底投产，设计高峰每小
时供气量为 200 万立方米。五年来，北京市燃气供
应规模逐年大幅攀升，年均增长率约为 15%。到
2016 年底，全市天然气用气量达到 160.68 亿立方
米。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由“十二五”
初期的 14%提高到
“十二五”
末期的 29%。
西沙屯门站是北京北部的重要天然气气源，接
收陕京三线北京中石油西沙屯末站来气。据北京燃
气集团高压管网分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焦建瑛介
绍，
这座门站的建成投产，
为缓解北京供气紧张起到
非常大的作用，
尤其是解决了昌平、海淀北部等区域
的用气需求。据统计，2015 年，西沙屯门站为北京
供应天然气 8.7 亿立方米，去年增加到 13.5 亿立方
米。今年截至 5 月底，就已达到 8.8 亿立方米，预计
到年底，
全年供气量将比 2015 年翻一番。
近年来，北京燃气除了西沙屯门站投入使用以
外，还有北石槽门站、西集门站、阎村门站相继投入
使用。据介绍，随着清空行动计划进一步开展，未
来两至三年内，还将有密云门站、延庆门站、城南门
站、大灰场门站将会陆续投入使用。届时，北京市
将有 13 个门站，分布在东西南北，为北京市的燃气
使用提供有效的气源保障。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分类投放厨余垃圾可积分返现
海淀区将改革补贴形式 鼓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本报讯（记者 王斌）自 2012 年开始，海淀区开
始对居民分拣、投放厨余垃圾给予现金补助，鼓励
居民在源头做好垃圾分类。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
获悉，今年海淀区将把补助对象由居民转为物业公
司，每吨厨余垃圾补助 1700 元，再由物业用这笔费
用来激励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这一政策预计
今年 8 月底前实施。目前，海淀区共有 648 个居住
小区施行垃圾分类，占小区总数的 30%，未来三年
内将实现全覆盖。
昨天傍晚，北青报记者来到海淀区天香颐中里
小区，正值居民投放厨余垃圾的高峰时段。在小区
的小花园里有一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摆放着
120 升的绿色厨余垃圾收集桶和 240 升其他垃圾
收集桶。不少居民提着小塑料桶，到管理站投放厨
余垃圾。随后，现场有工作人员给居民进行扫码积

分。据介绍，目前，每投放一次可以积一分，一分可
返现 0.5 元钱。
“ 今年我们准备取消对居民实施奖
励，变为直接对物业实施‘按吨补助’，每吨的补助

标准是 1700 元。物业可以用这笔费用来激励居民
对投放生活垃圾的积极性。”海淀市政市容委固体
废弃物科科长张超表示，预计今年 8 月底之前实施
这一补助政策。
据介绍，补助对象的转变，主要目的是明确物
业主管单位作为垃圾分类的管理责任主体，并根据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依法落实管
理主体责任。该负责人表示，物业公司的管理责任
包括落实相关管理制度，如公示垃圾投放时间、地
点和收集方式；按规范设定收集容器；落实生活垃
圾排放登记制度等。如有违反的情况，相关执法部
门可以对物业管理主体实施处罚。
目前，海淀共有 648 个施行垃圾分类的居住小
区，占海淀所有小区 30%，预计未来三年内将实现
全区全覆盖。在天香颐中里小区，北青报记者还看

到了专业的自装卸式垃圾车，工作人员把厨余垃圾
桶放在一个带有履带的装卸装置上，瞬间会称出重
量。垃圾桶里的垃圾通过车厢顶部的进口倒进车
厢里，空的垃圾桶在下降的过程中会再次称重。两
次称重相减，得出厨余垃圾的重量。同时，车上安
装了四个摄像头，可以拍摄路面情况、司机的操作
情况、进料和出料情况等，对车辆行驶轨迹也可以
实时监控。通过这套系统，可以直接监控各小区各
收运点的收运情况，
保证规范运输。
据介绍，这些垃圾将被运输到四季青有机资源
再生中心，采用粉碎、脱水、堆肥工艺进行最终处
理。堆肥后的产品为生物有机肥，可以应用在园林
绿化等领域。通过一系列措施，海淀区垃圾分类居
住小区的厨余垃圾分出率要达到 5%。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教育圆桌联手南京银行将举办高考志愿填报讲座

本报讯（记者 武文娟）6 月 11 日上午 9 点半，
教育圆桌微信公众号将联手南京银行北京分行举
办“教育圆桌·南京银行”高考志愿填报讲座，邀请
考生及家长参加。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本次讲座将邀请
具有多年高考志愿填报辅导经验的精华学校校

长 ，高 考 专 家 尚 友 硕 和 光 华 鼎 力 教 育 集 团 创 始
人、董事长、校长，中教联教育研究院院长武俊杰
两位专家共同为考生们答疑解惑。讲座内容主
要包括让考生了解志愿填报时应注意的事项和
技巧，读懂分数位次、招生数据和录取分数的背
后含义，了解如何拉开本科一批次和二批次中各

院校梯度，学会院校后面的六个专业如何排序，
怎样根据历年院校和专业分数做今年的参考，以
及在“冲”
“ 稳”
“ 保”
“ 垫”
“ 兜”的报考策略下如何
确定志愿方案等等。同时，在讲座当天，考生和
家长还将有机会就个人在志愿填报中遇到的疑
惑与两位专家进行面对面互动，专家将在现场为

考生答疑解惑。
据悉，
本次高考志愿填报讲座将在6月11日上午
9点半到11点半举办，
讲座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阜成
路101号永兴花园饭店B座南京银行。考生及家长可
关注教育圆桌微信（jiaoyuyuanzhuo）公众号，
该公
众号今晚将推文介绍此次讲座的具体报名细节。

南锣戏剧展演季上演户外
“近景短剧”

本报讯（记者 蒋若静 通讯员 洪珊）6 月 3 日，
2017 北京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
首场户外近景短剧
《我的兄弟姐妹》在青年湖公园上演，这也是南锣鼓
巷戏剧展演季首次设立户外的“近景短剧”单元。
该单元为期一个月时间，每个周末分别在青年湖公
园、地坛公园、龙潭湖公园、玉艇桥公园近距离上
演。首演现场，
2016 年东城区戏剧蓝皮书发布。
据悉，
今年的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以
“戏剧让生
活更美好”
为主题，
让
“公益性、
普及性和参与性”
成为
艺术贴近生活的重要渠道。在本届展演季中，
话剧首
次面向大众推出了近景短剧单元，
鼓励戏剧爱好者、
戏剧观众在剧场以外的空间进行原创作品的表演，
并
借助新媒体广泛征集各类艺术作品，
很多故事都带着
明显的
“东城logo”
，
讲述百姓生活的
“东城故事”
。
东城区文化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届展演季
“近

景短剧”单元作品，强调演员与观众的互动性。为
此，东城文化委专门挑选了四个各有特色且主题鲜
明的公园环境，
开启了为期 5 周的
“流动舞台”
，
让参

与者、艺术家有充分的发挥创作空间，
也让很多从未
进过剧场欣赏戏剧的朋友，
通过本单元，
感受戏剧艺
术魅力。在演出现场，
东城区文化委还发布了 2016
年东城区戏剧蓝皮书。据东城区文化委副主任戚家
勇介绍，
2016 年是
“戏剧东城”
品牌自提出以来持续
运作的第九年，市区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超过 1 亿
元，
通过较完整的政策扶持和支持体系，
推动小剧场
改造升级，
扶持原创剧目创作，
吸引演出团体和创作
人才聚集，支持推出五大品牌活动及开展一系列的
戏剧教育及体验活动，
使“看戏剧到东城，
创戏剧数
东城”
的
“戏剧东城”
品牌效应日益显现。
据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统计，2016 年东城
演出机构在全国收获票房 3.4 亿元，占全国总票房
的 11.4%。东城目前拥有 34 座剧场并已形成五大
剧场群，既有保利剧院等知名场馆，又有十多个全

王铁军：
不顾安危勇救三名落水青年
去年 9 月 16 日下午，三名男
青年在北京市顺义区箭杆河边
钓完鱼，准备开车回家，倒车掉
头时，汽车一个打滑，落下了 3 米
多高的堤坝，掉入 2 米多深的河
水中，车辆被水流冲到河心，迅速下沉，车中人员大
呼救命。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岸边虽然聚集了几十个
人，但没人敢轻易下河救人。正好途经此地的中央
机构编制委员会综合司副处长王铁军和家人刚好
见到这惊险一幕。他丝毫没有犹豫，直接冲下车，
甩掉身上衣物，毅然跳入水中，快速游到了下沉车
辆跟前。此时河水不断渗入车内，车身也被淹没了
大半，坐在驾驶位的男青年可能受到碰撞，处于半
昏迷状态，坐在后座的两个男青年正在拼命往车窗
外爬。王铁军先游到驾驶位一侧，试图将车门拉
开，发现车门已锁死，便通过车窗奋力将男青年拉
出车外，拖着他游到河边。随后，他又迅速游向车

辆，把另外两个已爬出车外的男青年一一拖拽上
岸、带离险境。
由于河水太深，河底有大量淤泥碎石，车辆离
河岸有十四五米远的距离，加之 3 个男青年身体健
壮且都不会游泳，王铁军在这样的状况下不顾安
危、只身下河救人，如此往返河中三次，可以说简直
是在拼命。在将第三个男青年推到岸边后，他几乎
用尽了全部力气，身体被割刮得到处都是伤痕，腹
内吸入了大量脏水，随即晕倒在水里，幸得岸边人
员救助被拖上岸。随后，围观群众纷纷拨打电话救
援报警。120、119、110 有关人员相继赶到现场。
王铁军和被救 3 人被救护车及时送往顺义医院，经
过几个小时的救治才逐渐苏醒脱险。
被救 3 人身体恢复后一直想去看望王铁军，以
表达感激之情，但被他多次婉拒。多方打听才了解
到他的工作单位，并专程前去拜访，想送去感谢信
和锦旗，以及 10 万元感谢金。但王铁军却谢绝了
他们的感谢金。
文/本报记者 王薇

国演出最活跃的小剧场。2016 年，
东城开展营业性
演出的 24 个场馆共演出 5291 场，平均每个场馆演
出 220 场，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5 倍。
2016年，
全国演出行业共上演新创剧目556台，
其中由东城演出机构新创的剧目有 52 台，
东城演出
机构新创剧目占全国总数的 9.4%。2016 年，
东城进
行国内巡演的戏剧类演出剧目达 87 台，
其中话剧巡
演剧目达53台，
占到了全国巡演话剧总数的16.4%。
此外，由北京市文化局设立的北京剧目排练中
心已落户东城，拥有大、中、小型排练厅 19 个，可满
足众多演艺机构剧目排演的需求。租金方面，不同
排练厅的租金仅相当于市场价格的 2.5 折至 6 折。
未来，东城区将力争用 5-10 年时间，继续做大做强
“戏剧东城”品牌，将东城区打造成国内一流并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戏剧中心。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其他上榜人物
贺玉凤：延庆区张山营镇小河屯村村民。20 多
年来，贺玉凤在延庆妫河两岸义务捡拾了数以万计
的塑料袋、快餐盒等白色垃圾。如今家人包括孙儿
都参与了她的志愿环保活动，她还组织了有百余人
参与的
“夕阳传递”
环保志愿服务队。
郑刚：金汉康盲人按摩诊所创办人，多年来治
愈并感动患者无数。按规定他可以享受低保待遇，
但他坚持靠自己的能力支撑家庭。
王中林：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所
长。创立了两门新兴学科、取得多项原创性成果的
中科院外籍院士王中林，18 年来往返中美 130 个来
回，
推进科技教育的全方位合作。
梁晓春：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梁晓春风
雨无阻早上 7 点之前开诊；自己骨折了依旧坚持看
完病人才手术。她及时指导解决临床工作中遇到
的危急重症、疑难病症，并将传统医德教育融入其
主编的《中医学》教材。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
注
“北京榜样”
微信公众号。
文/本报记者 王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