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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区两会 A07

亮马河景观廊道全球征方案
化二东侧路等 10 条道路今年通车 大山子路口“微手术”上半年完成
关键词

净水

亮马河建 40 万平方米景观廊道

亮马河将通过水环境治理、周边空间提升等方式，建设国际化景观廊道。 （资料图） 北京晨报记者 王颖 / 摄
北京晨报记者从朝阳区“
两会”获悉，今年朝阳区将进一步完善东部、东南部地区骨干路建设，启动通马
路等 45 条主次支路建设，化二东路、青年路南段等 10 条道路建设完成并实现通车。 大山子路口“
微手术”上
半年改造完成，酒仙桥地区交通压力将缓解。 在水环境方面，亮马河将建设 40 万平方米国际化景观廊道，面
向全球征集方案，工程将于明年完成。

据朝阳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8年朝阳区计划启动亮
马河四环以上河道沿线的环境综
合治理，按照“共治、共管、共建、
共享”的原则，针对亮马河沿线分
布的使馆区、高端酒店、购物商圈
等地域特点，计划建设总面积约
40万平方米的国际化景观廊道。
“亮马河四环以上段长约 3.8
公里，流经朝阳区中部地区。”朝阳
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亮马河
综合治理涉及麦子店、三里屯、左
家庄等街道以及朝阳公园等地区，
这里有多个国家的使馆，周边华
都、昆仑、二十一世纪等高端酒店
林立，燕莎购物商圈和蓝色港湾等
高端商区分布其间，成为朝阳区承
载着国际交往的一个重要窗口。
亮马河景观廊道建设面向全
球开展项目方案征集，方案设计
充分考虑北京特色文化、朝阳国

际时尚和周边现代风情等不同文
化元素的融合，通过河道水环境
治理、周边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等
方式，在首都核心区东部再建设
一条国际化滨水景观廊道。
朝阳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亮马河河道还将进行清淤和
局部拓宽，扩大行洪能力；河道将
种植沉水挺水植物，重建水生态
系统，让河水在流动中净化，让鱼
虾贝类重归河道。根据河畔的不
同空间和建筑风格，两岸将开辟
20米到 50米宽度不等的绿带，
并点缀节点小品、骑行步道，统一
设计景观桥梁。
“滨水景观廊道不仅能为周
边居民提供宜居的环境，也能更
好服务于国际交往、文化交融等
北京城市功能定位。廊道计划
2018年启动实施，2019年全面
完工。”

开发河长制 APP 便于市民监督

今年，朝阳还计划开发河长 用，明确管理职责范围，统筹协调
制 APP、河长制工作信息平台等 一条河道的上下游、左右岸整体
信息化管理工具，便于社会监督。 治理工作。
关键词 疏堵
2018年，萧太后河综合治理
“今后市民发现河道污染、违法建
设等问题，都可以通过河长制 进入第二个阶段，按照优质景区标
APP反映，并通过与河长们的线 准，对小武基、西直河等 4.3公里
酒仙桥地区交通压力将缓解
上互动，实现参与河道的日常管 河道进行综合治理。其间，朝阳区
大山子路口是进出酒仙桥地 桥地区周边交通压力将得到缓解。 重新设计施划。
理工作。”朝阳区水务局相关负责 将挖掘萧太后河相关历史文化，把
另一部分为新增机场辅路至 人介绍，信息化管理工具投入使 辽代历史文化和萧太后河漕运文
据介绍，大山子路口“微手
区的重要通道，也是酒仙桥地区联
通五环路的唯一入口，因连接望京 术”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结合 机场高速路大山子桥上行联通匝 用后，能够促进区、街乡、村（社 化融入到廊道景观中，打造大运河
地区、机场高速、京密路、五环路，日 机场高速大山桥下现况，在现有 道，在机场辅路（由北向南）距大 区） 三级 600多位河长发挥作 文化带建设的示范工程。
常交通流量巨大，拥堵极为严重。 大山桥下中央主孔处北扩 20 山子路口约 290米处，增设右转
朝阳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 米，设置两条由东向西右转专用 连通 U形匝道，使机场辅路准备 关键词 净气
绍，为了缓解该区域交通压力，打 车道、一条非机动车道及人行步 去五元桥及机场高速的车辆不经
通大山子路口堵点，去年朝阳对大 道。同时增加路口宽度，提高该 过大山子路口，提前驶入首都机 新增 500 个 PM2.5 监测子站
山子路口进行了“微手术”，2018 路口通行能力，将大山子路口信 场高速现状匝道，以缓解机场辅
朝阳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将加大对机动车排放的管理工
年上半年，
“微手术”将完工，酒仙 号灯相位配时及交通标识标线 路及大山子路口交通拥堵状况。
绍，今年，朝阳区将新增 500个 作，在辖区内京承、京哈、京沪高
PM2.5监测子站，实时识别异常 速道路收费站进京方向设立柴油
启动通马路等 45 条主次支路建设
排放高值片区并自动报警，实现 货车专用检查通道，新增 2台移
污染源的靶向治理。监测子站将 动式遥感检测车，并在广渠路、东
“像大山子路口这样的疏堵 以满足目前交通及使用要求。据 金蝉西路，道路两侧建设有王四 覆盖
43个街乡，把大气污染监 坝南二街等新增 4处固定式遥感
工程，朝阳今年将改造 10个，同 介绍，青年路南段建设今年年底 营乡官庄新村村民回迁安置房 控精细到
“最后一公里”。朝阳还 检测设备。
时进一步完善东部、东南部地区 将完工并实现通车，建成后的道 及配套设施等，将成为东四环外
骨干路建设，化二东侧路、青年路 路不仅会提升交通通行能力，还 一条重要的南北向通道，提升周 关键词 绿化
南段等 10条道路建设完工，启 将完善地下管网，排水设施均采 边居民出行环境。
此外，作为 2018年启动建
动建设通马路等 45条主次支 用地下管网、雨污分流体系，减少
路。”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 河流污染。道路两侧统一绿化， 设 45条主次支路之一的通马 新建改造 25 处大中小微型公园
为居民提供娱乐休闲场所。
路，规划为城市快速路，位于朝阳
记者。
朝阳区绿化局相关负责人 新建改造 25处大中小微型公
另一条将于 2018年建成通 区东南部黑庄户乡，与通州区紧 介绍，
青年路是朝阳区中部地区
今年，朝阳区计划完成绿 园，包括小红门污水处理厂代征
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干道。目 车的城市主干路——
—化二东侧 邻，起点为京哈高速普合立交、终 化美化任务
1000公顷，其中包 绿地、金茂府代征绿地等。朝阳
前，青年路北段（朝阳北路—姚家 路北起广渠路，南至化工路，全长 点为京津高速东石村立交，全长 括建设十八里店横街子公园、
桃 将对晨光家园 A区、康营家园三
园路）已达到主干路标准，而青年 约 1.8公里，位于朝阳区东南部 约 6公里。该道路项目为北京鲜 蹊公园、来广营休闲公园 8个郊
10处小区进行绿化改造
路南段（朝阳路—朝阳北路）仅为 地区，上半年将建设完成并实现 活农产品中心周边配套市政道 野公园。与此同时，2018年还将 社区等
提升。
城市支路水平，且现存道路路面 通车。建成后的化二东侧路北端 路，是农产品中心连接首都中心
破损严重，市政基础设施缺乏，难 与规划仓储西路连通，南端连通 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快速通道。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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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

朝阳设 218 个网上“人大代表工作室”

新增居住区停车位 2000 个

奥北中心环形路位于来广营
地区立水桥地铁站附近，整治前
这里道路破损严重，道路两侧绿
地被早餐亭、共享单车等侵占，商
铺牌匾杂乱无章。目前，朝阳区
已对奥北中心环形路背街小巷
环境整治提升工程，整修破损路

面 6414平方米，补植绿化 3000
平方米，架空线规范梳理 910
米，居民的居住条件和出行条件
明显提升。
今年，朝阳区将再建 22条环
境优美大街、完成治理 336条背
街小巷，争取在 2019年完成全区

822条背街小巷治理。朝阳区环
境办还将对工程实施过程全程跟
踪监管，委托监理单位对工程监
督，定期对工程实施情况进行抽
查，确保工程质量。今年，朝阳区
将力争增加居住区停车位 2000
个，缓解居住区停车难问题。

记者从朝阳区“两会”了解
到，朝阳区人大常委会去年创新
开通 218个网上“人大代表工作
室”，线上线下接待群众 1.1万余
人，提升代表依法履职的质量和
实效。
进入朝阳人大门户网站的
“人大代表工作室地理信息平
台”，在朝阳 43个街乡的区划图
上选择任意一个街乡，就能在地

图上找到该地人大代表工作室的
点位图标，鼠标放上去就能看到
名称、地址和电话，轻轻一点进入
界面就能跟人大代表连线交流。
据悉，开通 218个选区“人
大代表工作室”网上平台，可形成
以网上平台和驻室接待互为补充
的代表联系选民“双渠道”，实现
代表联系选民的即时化、全天候。
北京晨报记者 张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