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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马河两处跨河桥改造月底主体完工

未来东三环至朝阳公园将能通船
昨日，朝阳区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朝阳区今
年重要交通项目建设情况。目前，朝阳区正全力推进
京密路高架的建设以及京哈高速的改造工程。另外
值得期待的是，亮马河两处跨河桥改造月底主体完
工，
未来东三环至朝阳公园将能通船。

推进京密路和京哈高速等重点工程项目
朝阳区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建京密路范围
为太阳宫北街至机场南线高速，全长约为 10.3 公里。
主辅路按照两层设计，主路为高架，现状京密路则变
成辅路。按照计划，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将完成沿线
拆迁腾退工作。京密路高架路建设周期为三年，预计

将于 2023 年底或者 2024 年初完工。建成通车后将
分担首都机场高速压力。同时，还可对望京、酒仙桥
地区的交通进行分流。
同时，朝阳区在推进的道路工程还有京哈高速
公路改造。京哈高速公路(东五环-东六环)加宽改
造工程，主路全长 12 公里，涉及朝阳区 7 公里。项
目按照高速公路标准扩建，建成后，原有的双向六
车道主路将拓宽成双向八车道。建设周期为两到
三年。

未来东三环至朝阳公园将能通船
除了“陆路交通”有进展，
“水路交通”也有变化。

近期，亮马河上麦子店街、朝阳公园路两处跨河桥正
在实施改造，以满足亮马河（东三环至朝阳公园）景观
廊道通船需求。
改造工程按远期规划实施，同步实施桥梁两侧
道路顺接，以及交通、照明等设施。通过碎石、清
淤、打造新的桩基及桥面等作业，将两条跨河桥改
造为上承式拱桥，增加桥下净空，使两座桥具备通
船能力。
改造工程预计 4 月底主体完工。项目完工后，将
进一步提升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景观效果，同时改善
朝阳公园路、麦子店路道路通行能力，有效解决人行
过街问题。市民可泛舟河上，观看沿线朝阳公园、蓝
色港湾等地区美景。

建设 16 公里
“望京外环跑道”
今年望京 SOHO 周边地区将打造慢行示范区。
按照计划，慢行示范区西起宏昌路，东至望京东路，南
起广顺南大街，北至宏泰西街，约 2.1 平方公里，区域
内 12 条道路将逐步取消地面停车，并利用现有辅路
设置非机动车快慢道，
保障非机动车通行安全。
此外，
经过大数据估算，
望京地区跑步的热点区域
集中在大望京公园、
望京SOHO周边以及城市道路上，
安全性和舒适性较差。此次综合治理中，朝阳区计划
将这些公园串联起来，
建设 16 公里连续、闭环的
“望京
外环跑道”
，
配套建设指引标识、
照明及科技设施，
营造
舒适安全的跑步环境。
文/本报记者 刘洋

百脑汇电脑城升级
“美克洞學館”
成为跨界融合新零售艺术空间 “十四五”
时期朝阳将着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承载区
厅）和文化休闲（书吧、艺术文创）所组成，为消费者
提供极致的生活环境感受和居室文化的“五感”艺术
体验。
如果消费者在体验后有需求，可以直接在旁边的
设计中心对接设计师，即可定制自己想要的产品。为
方便消费者购物，
“美克洞學館”打通线上线下渠道，
若看到心仪的物品，消费者可立刻扫描对应的二维码
进行线上选购，
实现
“所见即所得”
。

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展望
“十四五”
前景

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十五次全会精神
朝阳门外大街 99 号，一座白色建筑格外吸引眼
球，这是新晋
“网红打卡地”——
“美克洞學館”。这里
曾是“攒机大本营”百脑汇电脑城，经过 400 多天的改
造升级，曾经的老旧商业空间华丽转型，成为朝阳区
一处集商业、文化、科技和社交跨界融合的新零售艺
术空间，促进城市新消费升级。
“十四五”期间，朝阳区
将着力引领消费升级潮流，加快推动消费向体验化、
品质化和数字化方向发展，大力推动新消费扩容提
质，
积极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承载区。

推动三里屯等核心购物商圈品质提升

“攒机大本营”
百脑汇在城市更新中转型
一走进
“美克洞學館”的大门就能看到主题壁画，
内部以白色为主色调，整体风格清新又充满现代设计
感。精致的摆件，协调的陈设，充满未来感的雕塑，除
了顾客，
还有不少人专门来这里拍照打卡。
据
“美克洞學館”艺术总监胡志亮介绍，这里总建
筑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
其中艺术共享区高达 1.5 万平
方米，它既是商业零售空间，也是一座艺术馆。龟兹
洞天、雅丹墙及西域峡谷、书本雕塑。馆内“移步易
景”的设计，带来跨越千年的文化交汇。在充满文化
气息的氛围里，人们可以选购家居用品、参观生活方
式美学，或是在轻爵品下午茶、在书吧空间里阅读，充
分感受不一样的居室文化。
这里曾是有名的“攒机大本营”百脑汇电脑城。
1998 年，百脑汇在朝阳门附近开张，总面积 3 万多平
方米、400 多家商户的连锁电子卖场成为京城东部最
火的攒机大本营，也是朝外地区的著名地标，甚至一
度与中关村齐名。随着电商的崛起和电子产品的更
新，实体电子卖场客流急剧下降。2019 年 6 月，百脑

汇关停，
曾经火爆的商场悄然谢幕。
退出历史舞台的百脑汇，在城市更新中迎来了新
的曙光。近年来，朝阳区加快推动存量空间、低效空
间盘活利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通过优化城市空间
形态，
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和活力。

打造
“商业+文化+科技”
新零售艺术空间
胡志亮介绍，改造项目对外立面进行了重塑，内
部在原有的顶层基础上进行了巧妙的灵感设计，从视

觉上改善层高效果的同时，也形成现在极具艺术感的
云纹顶。而在洞學館入口处，设计师还将龟兹壁画与
原有建筑结构巧妙结合，赋之以全新的生命力和美学
内涵。
“美克洞學館”馆长高磊介绍，曾经的百脑汇尘
封了一代人的“攒机”记忆，如今的“美克洞學館”，开
启了消费者的家居生活新体验。顺应消费升级下的
新需求，
“ 美克洞學館”打造成集文化、艺术、科技和
社交跨界融合的新零售艺术空间，功能业态由穴居
艺术（家居用品）、时尚餐饮（下午茶、酒吧、主题餐

《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发布

海淀三山五园将重现田园风光
《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
设实施方案》近日发布，
本月起至 2023 年 6 月，
九大重
点任务将全面推进。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海淀区
将实施功德寺、颐和园西侧三角地、东西红门、西水磨
等地区历史景观恢复，恢复颐和园西侧京西稻景观，
逐步重现三山五园田园风光、重现皇家园林水系整体
风貌。同时，开展万泉河、金河河道治理工程，部分恢
复历史水系脉络。

颐和园西侧重现京西稻景观
三山五园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
两大重点区域之一。
《方案》详细描绘了“保”的内容，
包括保护类型丰富的文化遗产、保护山水形胜的整体
格局、保护三山五园与北京老城的联系等。
据悉，海淀区将全面开展全域文物资源专项调
查，并对文物资源进行定期评估。三山五园文化遗产
数据资料中心也将建立，将含不可移动文物、古树名
木、非遗项目、史料档案数据库等全覆盖。
同时，海淀区将恢复颐和园西侧京西稻景观，逐
步重现三山五园田园风光、重现皇家园林水系整体风
貌。开展圆明园大宫门遗址区保护展示工程。

三山五园与老城间的关联也将更加明朗：沿长河
遗产廊道和御道遗产廊道，统一设置遗产标识。本市
将对三山五园与北京老城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沿途合
适地点和场所进行阐释和展示，修改提升长河水上游
船的导游解说词。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一期工程也将
建设。
方案中还明确，要保护三山五园与老城之间的视
线通廊，严格控制建设高度，塑造明晰的山水城市格
局，重点保护香山香炉峰望城市视廊和银锭桥、太和
殿经玉渊潭望西山视廊。

打造圆明园数字化沉浸式体验项目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还有创新文物数字化应用场
景建设，这些都将成为示范区保护利用过程中的标
配。
《方案》明确，要加强三山五园地区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建设文物数据库管理平台，将文物资源动态管
理平台嵌入海淀城市大脑。数字圆明园、数字畅春园
应用场景也将拓展。
示范区还将激励和支持基于文物元素开展文化
创意、设计文化产品、发展文化产业，推出圆明园数字

化沉浸式体验项目。冬奥会冬残奥会、服贸会、文博
会等大型会展与活动平台，也将看到更多关于三山五
园的故事。

海淀将构建三山五园博物馆群
下一步，海淀区将以正觉寺为核心建设圆明园博
物馆、文物修复中心，以马首归藏为新起点，促进圆明
园流失文物回归。同时，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的博
物馆，以及颐和园博物馆、圆明园博物馆、海淀博物
馆，
构建三山五园博物馆群。
为提升颐和园博物馆的综合能力，未来将推出颐
和园益寿堂
“古都春晓——寻访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
之路”红色文化主题展览。同时，持续提升建立新中
国（香山革命纪念地）爱国主义主题片区的质量水平。
社会力量也将更多参与文物保护研究展示。示
范区将完善文物腾退、征收相关政策。以确保文物安
全为前提，遵循不求所有、但求对社会开放的原则，探
索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与利用新模式。隐修庵、慈
恩寺、六郎庄真武庙等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活化利用
方案将广泛引入社会力量。
文/本报记者 王斌

服贸会首钢园会场 7 月中旬具备验收条件
设有 15 个展览场馆
本报讯（记者 刘婧）昨日，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首钢园区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操作打
桩机进行打桩作业，不远处几台挖掘机正在进行场平
作业。据了解，2021 年服贸会将于 9 月初在北京举
办，地点设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首钢园区首
次成为举办地。
据首钢建设服贸工程建设指挥部卢伟介绍，清明
节前，展馆建设打桩工作已经开始进行，打桩量已经
完成打桩总量的 40%以上，W1 展馆已经开始进行土
方施工作业，功能性用房开始做装修准备，打桩与场
平工作完成后将进行结构施工，4 月中旬正式开工建
设，
7 月底实现竣工验收并开始布展。7 月 15 日，
服贸

膜结构户外展厅将引入首钢园

会涉及场馆、临时设施、道路、能源、景观等将全部改
造完毕，
具备整体验收条件。
作为首建投公司的设计总监，于华告诉记者，服
贸会首钢园会场共设展览场馆 15 个，面积约 9.4 万平
方米，包括临时展馆、可拆装式临时展馆和开放式展
馆，全部为新建展馆。其中，临时展馆和可拆装式临
时展馆占了 8.5 万平方米，可满足服贸会连续五年在
首钢园设分会场的展览要求。展馆主体为钢结构，使
用钢结构可实现材料后期回收利用，实现了展馆设计
和运营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在上届服贸会上大放异彩的膜结构户外展
厅将引入首钢园，
开放式展馆占地 0.9 万平方米，
将采

用装配式张拉膜结构搭建，膜结构的屋顶设计可以充
分利用自然采光为展厅提供光照。
“服贸会首钢园会场将展现首钢园区‘山-水-工
业遗存’特色风貌，既满足服贸会展览和会议需求，又
符合休闲体验等多种功能，打造具有后工业景观风貌
特征的花园式国际盛会”。于华说，首钢园服贸会项
目以首钢园区中轴工业遗址公园为核心，项目规划综
合考虑了与奥运场馆、工业遗存及重要景观节点的结
合，并与首钢园区现有道路，形成了“三横一纵”景观
廊道体系，强调与步行系统结合的视觉体验，主要展
区环绕布局塑造具有强烈城市公园属性的聚落式会
展，
打造独一无二的北京服贸会文化品牌。

据介绍，
“美克洞學館”的启幕，是朝阳区对商业
主题消费场景进行全面升级的又一处
“试验田”，更是
落实朝阳区促进新消费引领品质新生活三年行动计
划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朝阳区将继续围绕“场景朝
阳”
“时尚朝阳”
“在线朝阳”
“乐居朝阳”
“智享朝阳”的
消费新模式，推出一系列品质化、国际化、多功能集成
的综合商圈，以及购物便捷、环境舒适、科技感强的网
红街区。
“十四五”时期，北京将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朝阳区将大力推动新消费扩容提质，积极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主承载区。朝阳区将进一步升级商业消
费新场景，打造一批精品商圈，推动三里屯、CBD、蓝
色港湾等核心购物商圈品质提升，加快颐堤港二期、
郎园 Station 等项目建设，构建亮马河-坝河国际风
情商业带，推动奥运功能区商业转型提升，打造首都
地标性商圈。
此外，朝阳区还将积极培育首店首发经济，积极
引进国际前沿品牌展会、赛事活动、知名时尚秀展等
消费活动，吸引国际高端品牌、时尚前沿品牌等在朝
阳建立“首店”、首发新品；做强“流量经济”，以“潮朝
阳”为主题，打造朝阳商业品牌；支持文化、艺术、社
交和零售跨界融合发展，鼓励网红餐饮、文体娱乐等
消费品牌开设旗舰店、体验中心，催生更多新业态、
新模式
文/本报记者 李泽伟

北京市发布 2021 年
人民建议征集参考议题
本报讯（记者 李泽伟）北京市人民建议征集办
公室今天公布 2021 年人民建议征集参考议题，包括
城市总规、疏整促、常态化疫情防控等 18 个方面。希
望广大市民、社会各界和海内外人士积极参与并提出
意见建议。提出建议的方式包括，首都之窗“人民建
议 征 集 ”专 栏 ：http://www.beijing.gov.cn/
hudong/jianyi/，电子邮箱：jianyi@beijing.gov.cn，
录音电话：89151651，信函地址为北京市人民政府人
民建议征集办公室（丰台区西三环南路 1 号，邮编
100161）。征集时间从今天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医务人员将全部
接受艾滋病诊治培训
本报讯（记者 蒋若静）近日，北京市卫健委官网
公布 2021 年北京市艾滋病防治工作要点，全市医务
人员将 100%接受艾滋病等传染病诊治技术培训。
本市将强化重点人群艾滋病检测服务措施，不断
完善艾滋病服务网络体系。市卫健委将持续提升艾
滋病相关检测服务能力，积极落实主动检测措施，实
现应检尽检；促进病例发现较多的医疗卫生机构建立
确证实验室，
探索艾滋病病毒（HIV）核酸检测工作。
市卫健委要落实医务人员 100%接受艾滋病等
传染病诊治技术培训，重点提升早发现、早报告、早治
疗能力；要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进行面对面结
果告知，明确责任与权利，加强预防疾病传播警示性
教育；做好重点病例流行病学、溯源调查工作；做好医
疗卫生人员及人民警察等在职业活动中发生艾滋病
病毒职业暴露的评估、处置与报告工作；扩大中西医
结合治疗覆盖面，
总结治疗经验、科学评估治疗效果。
此外，本市将加大对艾滋病防治技术的研发投
入，组织专家科学开展疫情研判、提出防治核心技术；
集中优势力量进行科研攻关，力争在疫情溯源、治疗
药物、检测试剂等方面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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