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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上半年水质督查百分百合格
下半年督查启动 居民反映南水水质好
喜迎十九大

北京CBD楼宇
最高纳税超40亿

北京今年下半年城市供水水质督查昨
天启动，启动首日，多路检测人员奔赴各区
50 多个采集点采集水样。 北京晨报记者作
为北京市水务局邀请的特约观察员， 昨天
来到通州水厂、通州居民家中，现场见证了
第三方实验室——
—中科院生态中心采集水
样的过程。 记者了解到，本市上半年水质督
查完成了 336 个水样的采集、 检测与分
析，共检测指标 24864 个，公共供水水质
合格率为 100%。

荩 检测人员在通州
水厂配水泵房取水样。

一套水样包含 9 个瓶瓶罐罐

新投产、使用“纯南水”的通州水
厂，出厂水水质怎么样？昨天上午，在通
州水厂的配水泵房里，北京市水务局委
托的第三方实验室——
—中科院生态中
心的检测人员对出厂水进行了采集。首
先试氯，现场检测出厂水的余氯是否合
格，检测人员接了半管水样，滴入三滴
余氯测试剂，再用“试氯比色管”对比，
通过不同色阶测出数值，“0.6，合格。”
第二道“工序”是消毒，检测人员用酒精
棉为出水口的水龙头进行消毒，“ 这是

为了排除水龙头上的微生物进入水样，
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之后查看是否
有肉眼可见物、测水温，然后开始获取
水样，一共装满了 8个玻璃瓶、1个塑
料壶，一套共 9件水样。“水样先送到北
京郊区水务事务中心进行‘盲样’编码，
然后送到第三方实验室进行微生物、无
机、金属、放射物分析等指标检测。也就
是说，检测人员拿到水样后，只知道号
码，不知道水是从哪儿取的。”北京郊区
水务事务中心有关负责人告诉北京晨

报记者。
在通州区翠景南里西区龙鼎园的刘
春和大爷家，水龙头汩汩地往外送着清
澈的自来水，中科院生态中心的检测人
员用同样的程序采集了居民家的水样，
也将同样的“盲样”编码后送到第三方实
验室检测。自今年夏天以来，刘春和大爷
最大的感受就是：
“用上了南水，水流大
了、冲了，水使得舒服多了。”另外，水质
也变好了，水垢少了，暖瓶里的水碱看不
见了，今年夏天也没停过水。

测，包括 5个水厂的出厂水及管网水，分
别是城区的八厂、九厂，以及通州、大兴
的三家水厂。”周政表示，这 10个重点
水样在检测《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106
项指标之外还“扩标”，增加了国标附录
A的 20项指标，以及美国 EPA饮用水
标准中的 26项指标，目的是更好地掌
握北京水质在国内外更多标准限值评定
下的安全状况。
周政介绍，上半年的水质督查范围

涵盖全市城镇公共供水厂，已完成 336
个水样的采集、检测与分析，其中 168
个水样按照国标 106项指标检测，对
全部水样进行了 42项常规指标检测，
同时采取设置“盲样”及实验室间交叉
检测的方式，确保检测数据真实可靠。
检测结果显示：上半年共检测指标
24864个，公共供水水质合格率为
100%。

重点水样加入国际标准检测

北京市水务局供水处工程师周政介
绍，本市水质监督检查的对象是全市公
共供水企业、部分乡镇供水厂及 3个自
建设施供水单位（首钢、航天三院、燕化）
上下半年各两次的供水水质采样与检
测，共需完成 686个水样检测。其中，包
括两次常规督查，共 676个水样；以及
重点水样检测，10个水样。
“自 2014年起，我们每年请第三方
实验室对 10个重点水样进行采集检

北京晨报记者 王海亮 文并摄

中国韵味 闽南情怀

惠安女服饰纹样绘入金砖会晤会场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海亮）福建本
地惠安女服饰的典型纹样、闽南建筑中
“马背山墙”的造型，闽南“五行山墙之
金形山墙”……在“国际语言、中国韵
味、闽南情怀”的设计主旨下，金砖厦门
会晤会场呈现出了“圆润舒展、风尚大
气”的空间气质。第九次“金砖国家领导
人”会晤刚刚落下帷幕，作为会议建筑
的设计总协调方，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BIAD）同时承担了此次峰
会建筑的全部会场改造、装饰、软装等
重要设计。
BIAD第一建筑设计院副院长、金
砖项目总负责人焦力介绍，与以往国际
高端会议不同，此次金砖厦门会晤主场
馆设计没有直白地表达中国文化，而是
运用柔和含蓄的表达方式，将大量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与闽南当地文化元素隐喻
浸润其中，在提炼海洋文化、中国传统文

化与福建地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将“国
际语言，中国韵味，闽南情怀”的设计主
旨，融合在金砖五国峰会会议中心的整
体空间中。
在金砖厦门会晤主会场入口，以凤
凰木的花与叶为创作灵感，引用“丹冠飞
羽”的设计理念，加建入口迎宾长廊，同
时以闽南“五行山墙之金形山墙”为创作
原型，寓意金砖五国的美好前景。
在以“融”为主旨的“鼓浪厅”，立面
设计结合了海浪的流线线条和闽南建筑
中“马背山墙”的造型，如同大海环抱，呈
现出欢迎、包容、接纳的姿态。在以“升”
为主旨的大范围会场，BIAD将福建自
然生态元素“竹”作为主体元素，进行了
不同形态的深层演绎，天花板环环相扣
的圆形竹子状剖面，刻上了通过现代化
笔锋处理的中国传统图案。多环曲线的
造型贯穿整个空间，上端运用金砖五国

的代表颜色，绘制出福建本地惠安女服
饰的典型纹样。
厦门会晤会场设计的幕后有许多充
满智慧的小故事。“桌子翻边”这么一个
小小细节就凝聚了无数人的智慧。在北
京 APEC峰会和杭州 G20峰会中，会议
桌的边缘有一个很高的翻边，桌子外侧
配有精美雕花，翻边还可以防止桌上用
品跌落。但是，这一次金砖会晤，负责会
议转播的专家提出取消桌子翻边，好让
转播效果更好。取消翻边以后，桌上用品
容易滑落怎么办？拥有桌面系统设计权
的 BIAD设计团队，一方面响应了此次
节俭办会的理念，减少了桌上用品的数
量，缩小了用品摆放面积；另一方面，在
桌面前端设计了一条配有地方特色的雕
花条带，在美观的同时起到了阻尼的作
用，防止桌面用品的掉落。这个方案一推
出就得到了组委会的认可。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歧丰）昨天，中国
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及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商务中心区
蓝皮书：中国商务中心区发展报告 No.3
（2016-2017）》。数据显示，广 州 天 河
CBD、深圳福田 CBD、北京 CBD地区生产
总值位居全国 CBD前三位。众多 CBD的
单座楼宇税收贡献超过亿元。
《蓝皮书》指出，从经济规模看，2015
年，广州天河 CBD、深圳福田 CBD、北京
CBD位居前 3位，地区生产总值均超过了
1000亿元。从税收贡献看，2015年，深圳
福田 CBD、北京 CBD、广州天河 CBD和
上海静安 CBD在税收贡献方面表现突
出，纳税总额均超过了 250亿元。其中，深
圳福田 CBD的纳税总额高达 1111亿元，
位居各 CBD首位。从经济集约度看，商务
楼宇由于经济密度强、附加值高、财税贡献
大，已经成为各地 CBD经济增长的核心
载体。2015年，长沙芙蓉 CBD、北京 CBD、
深圳福田 CBD、天津河西 CBD、大连人民
路 CBD、杭州武林 CBD和广州天河 CBD
的商务楼宇数量均超过了 100座。
众多 CBD的单座楼宇税收贡献超过
了亿元，甚至 10亿元，很多单座楼宇比中
西部一个中等规模开发区的税收贡献能力
还强。纳税过亿楼宇数量位居全国前 5位
的分别是深圳福田 CBD、北京 CBD、广州
天河 CBD、杭州武林 CBD和天津河西
CBD。
北京 CBD纳税贡献过亿楼宇从 2010
年的 23座增长到 2015年的 52座，5年间
实现了数量翻番，其中税收过 30亿的楼
宇有 11座，年纳税额最高的楼宇超过了
40亿元。

全国双创活动周
本周五开幕
北京晨报讯（记者 杨亦静）2017年全
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北京会场活
动将于 9月 15日至 21日在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本次活动
周主题为“双创促升级，壮大新功能”。昨
天，北京晨报记者在活动布置现场了解到，
北京会场参展单位 260余家，将展示 300
余项科技成果。
据悉，全国双创周自 2015年已举办
两届，北京更是着力促进创新创业能力。
去年，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为 3941亿元，
占全国的 34.5%，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超过 60%。其中，中关村示范区企
业总收入 4.6万亿元，创造了全市 1/4的
GDP，新创办科技型企业 2.5万家。
据了解，本次双创周北京会场活动将
在 1200平方米的展区内举行，以“双创促
升级，壮大新功能”为主题，分为综述、壮大
新功能、双创促升级、双创新生态、双创助
协同和双创惠民生六大板块，重点展示人
工智能、现代交通、生物健康、智慧农业、智
能制造等前沿领域的最新成果。
另外，活动周还将同期举办女科学家
论坛、军民融合创业创新论坛、人工智能与
新生活论坛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