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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天”15小区喝上市政自来水
关停自备井 7 眼 受益人口达 2.77 万人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海亮）

回龙观天通苑地区越来越多的居
民将喝上市政自来水。北京晨报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获悉，
截至 10月底，回天地区的清水
园、华龙苑北里、佳运园等 15个
小区（单位）的自备井置换已完
成，年置换水量达 85.2万立方米，
关停自备井 7眼，受益人口达
2.77万人。到 2020年年底，回天
地区现存的 64个小区（单位）将
全部进行自备井置换，25万回天
地区居民将喝上市政自来水。
今年 8月，因为自备井坍塌，
华龙苑南里小区的 2136户、约
7000名居民只能靠水车取水。北
京市自来水集团启动紧急预案，
为华龙苑南里小区铺设新的供水
管线。记者昨天了解到，目前小区
已铺设 3公里供水管线，新建 300
多个闸井和表井，正在陆续通水，
预计 11月中旬，华龙苑南里小区
的居民就能喝上市政自来水。家
住华龙苑南里 36号楼的贾安云
感慨，以前用自备井井水，水体发
黄，有时候还有沙子，现在终于能
喝上干净、放心的自来水了。
今年 8月，本市印发《优化提
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
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年）》，回天地区的自备井置

换和老旧小区供水管线改造启动
“加速度”。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
获悉，市自来水集团对回天地区
64个小区（单位）编制了自备井置
换工作规划，其中，16个小区（单
位）纳入今年计划，确保 11月底
前完成置换。此外，还将明、后两
年置换的 12个小区纳入今年计
划，到年底可提前完成这些小区
的置换，超额完成市政府下达的
折子工程任务。
记者了解到，昌平南部地区由
于历史原因，目前仍存在大量自备
井供水小区和单位。由于北京地下
水位逐年下降，自来水硬度指标逐
年升高，再加上自备井供水单位的
供水设备陈旧、管理水平参差不
齐，导致部分住宅小区自备井供水
水质隐患突出，回天地区居民迫切
希望喝上市政大管网的自来水。
在加快推进自备井置换的同
时，市自来水集团计划对回龙观地
区 23个老旧小区供水管网进行改
造，今年将完成 8个老旧小区供水
管网的改造，目前正在开展前期的
调研、摸底和勘探，确定管线位置
和走向，力争做到“能改尽改，应改
尽改”。天通苑地区的老旧小区，目
前正在开展前期的调研、摸底和勘
探，确定管线位置和走向，力争做
到“能改尽改，应改尽改”。

清河五彩城新建立体停车设施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海

一到双休日，去往清河五彩
城地区就成了一件“考验耐心
和意志”的事儿，住在橡树湾社
区的居民更会体验“出不了门、
回不了家”的两难境地。昨天，
北京晨报记者从海淀区清河街
道获悉，清河五彩城将新建自
走式立体停车设施，能新增
460余个停车位，实行错峰停
车，预计明年下半年完工投用。
届时，清河五彩城地区——
—北
京北侧城区堵车最严重的区域
之一将有望缓堵。
家住橡树湾三期的刘先生
对前段时间发生的事儿记忆犹
新，正是双休日，他开车回家，
从清河中街路口到小区大门，
“也就 1公里的路，活活堵了
45分钟也没进小区门”。这是
五彩城地区的居民“回不了
家”，还有“出不了门”。家住橡
树湾五期的罗先生，每天都从
小区东门开车出来，赶上周末，
亮）

在门口堵半个小时是常事儿。
“上次孩子生病去医院，医院没
多远，可等到了医院，预约的号
作废了”。可以想见，在家门口
堵了多久。
为解决五彩城及橡树湾
区域停车难，缓解清河中街拥
堵，北京华润新镇置业公司计
划在企业自有商业用地地块
内建设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
“根据专业公司的调研统计，
五彩城区域存在高峰客流车
辆较多，五彩城东西区排队较
长等现象，经调查摸底，橡树
湾周边道路停车位缺口为
900余个。”公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立体停车设施预计明年
下半年完工，建成后将为五彩
城地区新增 460余个停车位，
有望有效缓解清河中街和毛
纺路的交通拥堵。
460多个停车位能起什么
作用呢？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
五彩城现有停车位不足，来购

物中心的车辆只能在周边路段
排队积压，等待进入停车场，甚
至能排队到五彩城南侧通道和
毛纺路。这些等候的车和过境
社会车辆、公交车叠加，就会造
成沿线路段“一片红”，尤其节
假日和高峰时段更是寸步难
行。立体停车设施提供的 460
多个停车位能起到“瞬时吸流”
的作用，将积压在马路上的比
如 300辆车容纳进停车设施
里，这就能给马路“减压”，并让
车“循环”起来，改变以往逢节
假日必堵甚至“瘫痪”的状况，
还能改善这个区域的大气质
量，因为大量车聚集在一起排
队必然加大污染排放。
五彩城紧邻橡树湾，尤其
是橡树湾三期和四期，立体停
车设施建成后将优先面向橡树
湾业主开放，对于橡树湾业主
拟给予停车费优惠。方案拟采
用智能停车，通过识别车牌进
场，车主离场前扫码支付。

翠微的生日 消费者的节日
—翠微集团第二十一届购物节即将开启
——
深秋的北京，翠微集团
迎来二十一周岁的生日。作
为根植北京市民心中的真
诚承诺，“翠微的生日 消费
者的节日”随着秋冬的气息
飘扬而来。翠微第二十一届
购物节将于 11 月 10 日拉
开序幕，为广大顾客打造绚
丽浪漫的星光乐园，献上 9
天的购物狂欢盛宴。

消费者的节日
不变的初心

二十一年来，翠微集团作为
北京商业的旗舰品牌由单店逐
步发展为拥有翠微百货、当代商
城、甘家口大厦这三大优质商业
品牌，形成地跨海淀、丰台、石景
山、昌平四区，拥有七家大型百
货商场的商业集团。如今的翠
微，商业领域正向多业态发展，
企业向科技与生活融合的多领
域拓展。
无论如何发展，翠微视消
费者如“家人”的初心始终未
变。每年一次的购物节，都是翠
微回报新老顾客最好“心意”。
翠微一直坚持将“百货类大部
分品牌单品 7.5-8折，当日累
计购物满 100减 20”的经典活
动延续至今。与此同时，翠微今

年还继续升级，累计购物满
1000再赠 60电子礼券。没有
复杂的运算，也没有花哨的形
式，只是坚持采用“折上减，减
上赠，单次购物累计减，余额购
物累计赠”的真诚而简单的方
式回馈每一位“家人”。
11月 9日，翠微的优秀合
作伙伴，千叶珠宝邀请到了众
多顾客心中真正的公主化身
--安妮·海瑟薇来到翠微店，
为翠微生日带来“公主”的祝
福。安妮·海瑟薇出现在北京
本就屈指可数，而获得与“公
主”面对面的机会更是千载难
逢。相信随着安妮·海瑟薇的
到来，翠微的地表热度一定会
再攀新高。

双十一价格媲美电商
“家人式”服务暖顾客

在电商飞速发展的环境中，
翠微作为实体商业始终坚持不
畏惧、不退缩，以顾客的需求为
己任，积极融入到“双十一”的全
民狂欢中的。今年翠微的购物节
选择从 11月 10日正式开启，顾
客可以享受足以媲美电商的“疯
狂”价格，享受更多的超值服务。
商品无须等待、体验更加真实。
如果问顾客翠微购物节的
魔力在哪里，得到的回答会是
“商品新、价格惠，服务好！”。翠
微在不断完善服务方式的同时，
也坚持将“家人式服务”和“零环

节、零距离、零风险、零遗憾”的
“四零”服务标准，贯彻在一心一
意为顾客服务的思想和行为中。
购物向导在您身边。翠微购
物节的准备工作历时近三个月，
从营销活动、商品洽谈再到服务
保障，各部门联动，全员营销。而
服务培训作为前置工作更是细致
入微。从卖场布局、服务规范、安
全预案、退换货流程到小票开具
等内容作为每名员工的每日必修
课，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培训覆盖
率和知晓率可以达到 100%。
线上活动丰富多彩。今年的
购物节，翠微大力进行了会员线
上活动的设计。团购券、优惠券、
购物抽奖等这些往年线下火爆的
活动，今年也被搬到了线上，让顾
客动动指尖就能轻松的参与活
动，趣味性和便利性都大大增强。
届时翠微也将贴心地安排充足的
服务人员，在现场协助会员绑定
电子会员卡，享受互动的乐趣。
服务细节彰显真心。增加的
临时款台，缩短了顾客交款等候
的时间；随处可见的满减、满赠
活动介绍，让顾客既能明明白白
消费；小小的便民饮水站，为顾
客在火热购物时解渴舒畅；各店
门前的交通疏解员合理安排车
辆，让顾客能够快速进店；信息
技术人员、安保人员全时坚守岗
位让顾客安心体验。

雪中绽红梅
夜空许星愿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不断地
转变，顾客需要的不仅仅是购物
场所，更青睐于将购物行为融入
为社交生活。北京秋日的星空最
为动人，深邃而悠远。翠微应景
而动，在七店打造了一座座星光
乐园，让顾客在家门口畅游星
空，许下星愿。那一棵棵由玻璃
瓶组成的璀璨的许愿树，是一路
支持与陪伴翠微的顾客们最真
诚的祝福和最美好的祈愿。
顾客在翠微，不仅可以买到心
仪的商品，更可以聚会、尝美食、赏
美景。宋朝诗人吕本中写到：
“雪似
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
绝”。购物节期间，翠微店在B座1
层精心为顾客打造了一片80平米
红梅雪景。谁的心中没有一丝“初
雪情结”？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就
来翠微店赏吧！雪与梅就像翠微与
顾客，都是寒风中最温暖的相遇。
翠微购物节即将拉开序幕，
每一年翠微人都在努力超越自己，
希望带给顾客更多的惊喜、更大的
实惠和更高品质的现场体验。“翠
微的生日消费者的节日”，祝福翠
微二十一岁生日快乐，更祝愿广大
的顾客在翠微的“星光乐园”中尽
情享受，收获快乐！ （罗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