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
建议加强

对外地牌照车辆管理

建议通过挖掘车牌存量缓解
“摇号难”限制外地车进京次数和在京时间
连日来，本报多篇关于外地车牌照的报道引发
关注。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部分市人大代表、市政
协委员发现，近年来，针对外地牌照车管理的问题，
多名市人大代表提出过相关建议，也有政协委员对
此予以关注。他们建议使用技术手段辅助，摸清底
数，通过挖掘车牌存量等方式缓解“摇号难”，限制
外地车进京次数和在京时间等，以加强对外地牌照
车辆的管理。

建议挖掘车牌存量缓解
“摇号难”
一位市政协委员告诉北青报记者，随着小客车
配置指标中签比例“收紧”，出现了相当一部分京籍
人员购置外地牌照车辆使用的情况，现在这种情况
已呈蔓延趋势，已经对《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
行规定》政策的执行构成挑战。如不及时采取措施
抑制，将直接影响本市对小客车数量的管控和对外
地车辆进京的管理，也给本市解决交通拥堵和大气
治理构成了压力。

对此，
该委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对京籍人员购
置外地牌照车辆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弄清底数，
据此
研究切实可行的限制措施，
用政策手段保障《北京市
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政策的执行力度和严肃
性。在摸清京籍人员购置外地牌照车辆情况的基础
上采取措施管控，
做好对外地入京车辆的有效管理。
对于摇号难的问题，他认为可以不断完善《北
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政策，挖掘汽车牌
照存量，制定政策解决一些过去汽车牌照管控的遗
留问题。如针对本市旧车换牌，采用一证一牌的方
式，将过去一证多牌（一人多车）的多余牌照挤出
来，作为增量小客车指标的补充。此外，还可以支
持引导相关企业用市场的手段开展网租车服务，为
市民提供可便利使用小客车的供给。

建议通过加油站、
ETC 等技术手段加强管理
在今年 1 月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上，有代表提交了关于加大外地进京车辆管理以治

理解决交通拥堵的建议，其中提到对于外地进京车
辆的管理措施还是较为松散，对于进京证的检查不
是十分严格，被交警查处到的可能性是小概率事
件，并建议加大对进京车辆的检查力度，加大对违
规车辆的处罚力度，加大监控摄像头、智能监控设
备、检测设备的投入等。
这位代表表示，平时在街上就能看到很多外地
牌照的车，也有认识的人开外地牌照的车。他认为
规定了应该严格执行，人人守规则是底线，有人不
守规则就会让守规则的人吃亏，法规与“温暖度”要
区分开，城市可以从公共交通、公共服务、人文关怀
等方面为市民提供更多便利和温暖，让人们有更多
归属感，但是规定还是应该严格执行。他建议通过
技术手段加强管理，
比如加油站、ETC 等，
都可以在
对外地牌照车管理中发挥作用。

建议限制外地车进京次数和在京时间
关于外埠车辆进京的问题，另一名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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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关注到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她发
现，不少五环以内的小区出现了大量外地牌照
车辆，部分 4S 店提供一条龙服务，帮忙上河北等地
的牌子，车主只要交钱就行，于是就出现了老实人
等摇号买不了车，有的人花钱买外地车牌就能开上
车的现象。对于部分违规的外地牌照车辆，处罚还
不够严重。这些现象加重了北京城市交通拥堵和
污染，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车辆管理带来不便。对
此，该委员希望有关部门能重视这一问题，加大对
外埠车辆的管理，对外地车进京限制次数和在京时
间；加大对外地车进京证的检查，加大对违规车辆
的惩罚力度，
真正起到警示作用。
在 2017 年 1 月举行的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
上，有代表提交的关于加强非正式道路运行机动车
和外地进京车辆管理的建议也提出，建议制定外地
车辆进京申请进京证细则，明确外地车辆一年内最
多可以申请几次进京证，或规定其最长进京天数
等。
文/本报记者 李泽伟 蒋若静

国内首个杂填土资源化处置项目落户通州

环球主题公园建筑垃圾原地回填

本报讯（记者 李天际）在北京环球主题公园
土方填垫工程中，建筑垃圾变废为宝，杂填土被处
理为高品质的再生骨料和优质还原土，并进行回
填。北京青年报记者昨日从施工方北京建工集团
获悉，国内首个杂填土资源化处置项目落户环球主
题公园，目前 180 万立方米的杂填土可实现回填。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土方填垫工程，主要是对 4
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场地清表、开挖、填筑并完成
场地雨水排放设施、场地水土保持设施等施工，是
整个工程建设的第一步。
“根据前期地质勘测，在这
4 平方公里范围内，共有约 250 万立方米杂填土。
这些杂填土由土壤和深埋地下的建筑垃圾及其他

固体废弃物、杂草混合而成，无法满足北京环球主
题公园对场地承载力、总沉降、压实度等指标的要
求。”北京环球主题公园杂填土资源化处置项目负
责人谭成海介绍，挖出这些杂填土后，如果采用传
统方式填埋或者堆放处理，需要在 35 个足球场上
堆 10 米高才能全部消纳。运输过程中，又会造成
道路遗撒、交通拥堵、尾气污染等问题。同时，因为
挖出的土方量巨大，很难找到足够的素土土源进行
换填。
面对一系列难题，北京建工资源公司为北京
环球主题公园项目“量身定制”了一个在国内从未
实施过的解决方案：通过在施工现场建设临时处

置生产线，形成杂填土原位处置能力，杂填土不用
外运，在现场就地通过对建筑垃圾的破碎和杂质
分选，生成再生骨料和还原土，然后再用于场地内
的土方回填。
据谭成海介绍，项目团队进行了数百次的回
填试验，分别填垫天然素土和将杂填土进行资源
化处置后形成的还原土、再生骨料。经权威第三
方检测机构测试，还原土和再生骨料填垫的地块
承压能力达到 160 千帕以上，并且各项指标都优
于天然素土，完全满足北京环球主题公园的高标
准建设要求。
“现在，我们预处理线的日处理能力达到 1.9 万

立方米，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线日处理能力达到
2000 立方米。”谭成海介绍，目前已累计完成 180
万立方米的杂填土处置，对杂填土的资源化率达到
97%，
相当于节省了 260 多亩的填埋土地资源。
此外，为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影响，对杂填土
进行处置的整个过程采取了高标准的除尘降噪措
施，工艺设备全封闭，并在粉尘点配置了布袋除尘
系统，为破碎设备配备隔音房，通过现场实时分贝
探测器检测现场工作环境的任何响动，经验丰富的
现场管理人员通过噪声超出标准的异常变化便可
以判断设备该如何进行调整。
供图/北京建工集团

百万庄中里环岛回归生活岛
新建百姓服务中心、
停车场等便民设施

党建引领 精治共治法治
本报讯（记者 李天际）写入建筑教科书经典
设计案例的西城区百万庄社区，其核心位置的百万
庄中里环岛曾是居民的生活中心区，后因动批等批
发市场兴起，环岛出现大量违建。北京青年报记者
昨天从展览路街道获悉，
去年通过整治，
恢复了环岛
的生活服务功能，新建百姓服务中心、幼儿园、社区
活动站、
停车场，
让环岛重新
“回归”
便民生活岛。
百万庄小区由建筑大师张开济先生设计，曾是

新中国第一批公务员宿舍。然而始建于 1953 年的
百万庄小区如今早已成为典型的老旧小区，公共设
施、停车资源等严重不足，
特别是曾经为居民提供生
活服务的百万庄中里环岛，违建林立，环境脏乱，成
为居民的一块
“心病”
。
生活了 30 多年的居民肖建瑞回忆，
计划经济时
代，占地面积近 1 万平方米的环岛是居民日常生活
的“核心”区域，聚集了合作社、菜店、粮店等。随着
市场经济发展，环岛内出现了小超市、农贸市场，房
子也被租出去，
作为各类经营场所使用。

恢复生活服务功能

“这儿离动批、天意等几大批发市场都很近，一
些人看到商机，
盖起违建房，
为周边的批发市场供应
啤酒、饮料和食品。
”
80 多岁的贾大爷说，
动批 6 点开
门，
5 点就有送啤酒的货车驶入环岛卸货，
这种情况
从早上一直持续到晚上，附近的交通被堵得水泄不
通。为了解决百万庄中里环岛的环境问题，社区配
合街道从 2015 年 9 月起持续对该地区进行了综合
整治，先后拆除违法建设 61 处，近 2000 平方米，拆
除后的空地，修建了有 52 个车位的停车场，缓解小
区居民的停车难题；
采取单向行驶的方式，
解决了环

岛周边多年的交通问题。
此外，整治后的百万庄中里环岛也“回归”了当
年的便民服务功能。一家饭馆成为展览路地区为老
服务商，设有老年人就餐专区，并提供送餐服务；松
树阳光幼儿园是经西城区教委备案的民办幼儿园，
有 6 个教学班，
可满足 120 名幼儿的入园问题，
其学
位优先保障百万庄小区；新建的百万庄社区活动站
面积 298 平方米，
近一年来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80 余
场次，
惠及周边居民 5800 人次；
百姓服务中心内，
几
十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解决了居民买菜的问题。

海淀上地地区将改善信息路、
上地东路和上地西路主干线环境

宾馆楼顶千余平方米违建被拆

本报讯（记者 李梦婷）昨日，
海淀区上地街道、
海淀城管执法监察局联合相关部门对上地二街的一
家宾馆七层楼顶 1385 平方米违法建设进行拆除。
由于违建地是高层违建，
在人员安全、建筑垃圾清理
和洒水降尘方面都存在一定难度，多家单位多次进
行沟通和规划，
在拆违时下了一番工夫。
该违建地紧邻上地公园，对面就是上地企业服
务中心，人流量比较大。海淀城管执法监察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违建房屋由泡沫彩钢板建成，
墙壁外面
仅有一层薄薄的钢皮，
里面是 5 厘米厚的泡沫，
很容
易被生活用火点燃。
“违建里面承重横梁用泥沙浆建

造，一抓就散架，根本承载不了重量，相反只会增加
楼体的承重负担，
威胁楼体安全。
”
该负责人说，
整个
七层顶部采用的也是泡沫彩钢板，防水做得并不到
位，
在七层一处楼道的顶部，
能清晰看到雨水浸透过
的痕迹，
而风干水渍的中间便是电灯的位置，
房屋顶
部大量的电线遇水极易发生火灾。
据了解，此处违法建设建于 2008 年，主要用于
办公场所出租。在去年年底，上地街道与城管部门
携手，对该宾馆两处违法建设进行了关停，做到了
停水、停电、清空租户。为切实加大对楼顶违法建
设的查处力度，执法部门按照《关于严厉查处私挖

地下室和楼顶等违法建设的紧急通知》要求，对出
租方进行了综合执法和约谈。
海淀区上地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地街道从
年初至今共拆除违建 8000 多平方米，拆除广告牌
匾 25 块，规范“门前三包”70 多家。在今年，上地街
道将重点改善信息路、上地东路和上地西路三条主
干线环境。为此，街道建立了上地地区整体调度整
治的智能系统，将指挥中心、环卫和各执法部门纳
入其中，合为一体，对地区的主干线路段 24 小时进
行监控，
对违规问题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孔博：
辞职回乡开网店带动农民增收
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孔博当过白领，也做
过咨询师。2011 年，孔博辞职回到了密云，开起了
网店卖生鲜，带动了周边 3000 多户农户共同致
富。他一直秉承着这样的观念：做农业做电商，得
用心做对的事，
“新农人”
才会收获尊严和体面。
孔博是密云河南寨镇两河村人，北京理工大学
自动化专业毕业后在市里工作了 3 年，2011 年底回
乡创业。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当时孔博和妻子都在
城里上班，租住在北四环附近，那时的他们面临着
买房和要孩子。但由于现实所迫，他开始琢磨换一
条路子。
“ 密云的特色是旅游业和农业，从蔬菜入

手，这将是一个消费升级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看看自己家乡的特色和优势，孔博毅然辞职回到了
密云，
在淘宝上开起了网店
“密农人家”
。
孔博的用心，为网店稳定住了第一批忠实“拥
趸”。到了第二年，情况慢慢好起来。他买了电动
三轮车，后来又配了专门送菜的货车，也招了一些
志同道合的人，团队终于组建起来了。
“开始做生鲜
时，并没有想到能做大，只想着能赚点钱养家糊
口。从卖蔬菜到各种水果等其他农副产品，品种越
来越多，后来他的想法也在慢慢改变。”为了丰富线
上产品，孔博转遍了密云大大小小所有村子，每个

地方产什么，
他都摸得一清二楚。
在密云农业服务中心的帮扶下，
孔博告别了 20
平方米的小房，搬进 2000 平方米的大厂房，配上了
保鲜库和送货车，添置了最新的办公设备和加工设
备，升级了流水线，硬化了道路，拿到了进京物流车
辆通行证，
给员工们都上了五险一金。
孔博说，他现在“分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
直接走街串巷找产品，寻找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比
如密云的梨、板栗、苹果等，挑选最优质的产品，以
高于市场行情的价格去卖，保证农民的收益。另外
一条“腿”则是直接与农民签合同做定向化生产。

“从 2015 年开始，我们跟专业的科研院所合作，还
有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机构也找到了
我们，提供了一些育种专家，给我们提供技术指
导。根据市场行情测算，在精准调查的基础上，定
向培育一些比较好的产品，去塑造品牌，比如栗面
贝贝瓜、西红柿、红薯等等。
”
如今，
“ 密农人家”拥有 160 多种农产品，已与
400 多户农户直接合作，
还跟密云全区 70 余家合作
社签订了协议，带动了 3000 多户农户增收。孔博
当年的小作坊变成了规范化电商企业，销售额以每
年 150%的增速增长。
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