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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1932 处腾退后的地下空间启用 市政协委员调研后建议

地下空间应实行管理与经营分离
昨天下午，市政协调研疏解腾退地下
空间科学利用情况。市人防局相关负责
人在向委员介绍情况时表示，
全市已利用
整治腾退后的地下空间 1932 处，地下空
间疏解腾退再利用的社 会效益不断凸
显。市政协委员建议，应完善北京城市地
下空间管理体制，实行管理与经营分离，
并修订地下腾退空间再利用配套法规和
技术规范，使其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地
下腾退空间再利用。

■现场调研
便民仓和便民空间“共生”
西城区槐柏树街 11 号人防工程的口
部房，如今变得时尚，红色的顶部上书写
“智能方·便民仓”。而在 2017 年前，这里
还是一个散租住人的人防工程，
关停整治
时清理居住人员 150 多人。2018 年，智
能方（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利用这处
人防工程，为小区居民提供便民仓储和新
生活服务。
记者看到，便民仓环境整洁亮堂，时
尚的装饰让人仿佛进入一处互联网+空
间。仓里是从 1 平方米到 30 平方米不等
的储物空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便
民仓今年春节后正式营业，
现在 60%左右
的便民仓被周边居民租赁。记者跟随政
协委员们跨过另一道人防工程的大门，
别

有洞天，这部分人防工程被分隔成许多新
生活服务共享空间，既有涵盖皮具维修、
便民理发的社区便民中心，也有共享健
身、共享咖啡、共享玩具、共享书吧、邻里
驿站、法律咨询中心、兴趣交流中心、儿童
活动中心等，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给居民使
用，增加了社区居民的活动空间。智能方·
便民仓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是半公益性运
营，依托便民仓的收入支撑共享空间的运
营，
目前基本能够实现运营资金的平衡。
随后，委员们还视察了宣武艺园地下
人防工程和槐柏树南里 4 号楼地下空间的
腾退再利用。宣武艺园地下人防工程位
于宣武艺园东北角，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初，当时挂个幕布就放电影，到 1992 年改
造成歌舞厅，
1998 年之后停用。目前这里
被改造成地下停车场，
修建了车辆进出通
道，
可停放 200多辆车，
极大地缓解了槐柏
树街周边单位、居民停车难问题。而槐柏
树南里4号楼的地下空间，
原来被一家旅社
使用，
居住人员达到140多人，
2016年进行
了人员清退，目前负一层改造为广内街道
社区消防站，
负二层暂时闲置。

■市人防办
1932 处腾退后地下空间启用
市人防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经过多年
治理，北京市人防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基本

上实现了无散租住人情况，
目前地下空间
散租住人情况处于动态清零状态。
截至目前，
全市已利用整治腾退后的
地下空间 1932 处，包括机动车库 257 处，
便民服务 141 处，办公空间 236 处，社会
公共管理 23 处，库房 285 处，文体活动
138 处，地下空间整治再利用的社会效益
不断凸显。
地下空间利用方面，北京市一直坚
持公益便民使用方向，引导地下空间在
社区配套、居家养老服务、社区文化服
务、居民文体活动空间、便民商业网点、
仓储等方面开发利用。2018 年，仅人防
部门就从清理腾退的人防空间中精选了
500 多处，提供给相关部门进行公益化
利用，改善民生。

■委员建议
空间再利用应管理与经营分离
实地调研后委员们认为，
在疏解整治
促提升专项行动中，
住宅地下室清理整治
成效显著，
消除了违规群租居住现象严重
安全隐患，
对北京市在地下空间疏解腾退
方面做出的成绩予以肯定。同时，
委员们
认为，
一方面疏解腾退后也产生了大量闲
置空间，
另一方面老旧社区公共服务的民
生短板问题又十分突出，
应出台可操作性
强的相关政策、规范，推动腾退地下空间

再利用。
市政协委员们认为，
地下空间利用确
实有先天不足，
采光通风差、潮湿，
结构墙
过密不能停车等。相关政策也对再利用
有明确规定，
如规划批准的功能不能任意
改变，无窗房间不宜用于办公，防火规范
限制住宅不能设置与本楼无关的库房，
外
部居民租用需求受限，
人防与非人防的产
权使用权存在模糊地带……
委员们建议应修订法律法规，
建立地
下空间利用依据，可局部修订《北京市人
民防空条例》、
《北京市人防工程和普通地
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
《北京市居住公
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使其适应地下空
间开发、管理和再利用。还应完善政策机
制，
破解管理难题，
扩大再利用的范围，
制
定出台市级层面的腾退地下空间利用政
策的统一规定，
明确功能用途的允许使用
方向和禁限，
形成简便适用的审批机制和
管理长效机制。
另外，
还应完善北京城市地下空间管
理体制，实行管理与经营分离，明晰地下
空间产权，规范经营管理权责，明确相关
政策，给予适当倾斜，保证地下空间再利
用过程中合法合规和可持续利用。
委员们还建议，
可利用科技手段提升
地下空间环境品质，
建立多种投资运营模
式，
吸引投资，
保障后期运行管理经费。
本报记者 孙颖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朝阳黑桥公园一期下半年建成
增加水面和湿地近 40 万平方米
在北京东五环与机场高速之间，一
座总占地面积约 138 万平方米的黑桥公
园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记者昨天从朝
阳区政府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公园一期
将有望建成，面向市民开放，届时将实现
“城在水中、水在绿中、绿在人中、人在画
中”的美好景象。与此同时，公园还承载
北小河蓄滞洪功能，为朝阳区东北部增
加水面和湿地近 40 万平方米。

黑桥村开建生态公园
黑桥公园是在疏解腾退土地上建设
的。此前，崔各庄乡黑桥村回收出租大
院 39 家，疏解腾退面积达 31 万平方米。
崔各庄乡 2018 年完成非宅回收 85.5 万
平方米，拆除违法建设 35.13 万平方米，
清理整治出租大院 28 家。
拆除违建、涵养生态、大幅增绿，
按照
全面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和
“疏解整治促提

升”的要求，
崔各庄乡拿出一份
“大生态建
设总体规划”。其中，黑桥村将建设黑桥
公园，服务于京旺家园、金盏家园等数万
回迁居民及周边市民，
建设大尺度生态健
身公园。

承载北小河蓄滞洪功能
建成后的黑桥公园，还将承载北小
河蓄滞洪功能，设置 18 公顷水面，蓄滞洪
21.6 万立方米。同步规划建设的何里栖
地公园和山水乃园将串联乡域内河湖水
系，为朝阳区东北部新增水面和湿地近
40 万平方米。
同时，黑桥公园的设计建设，与周边
水环境治理同步进行，
公园用水从北小河
引入西侧绿地高点汇水区，
一部分向南经
人工湿地层层净化，达到 IV 类景观用水
标准后进入公园东侧绿地滞洪区，
形成一
片 10.3 万平方米的开阔水面，
经过湿地净

化的水体最后回到北小河中，
下游汇入温
榆河流向城市副中心。

黑桥文明源远流长，黑桥村毗邻北
小河，北小河是温榆河支流，通往元大都
坝河，是京杭大运河负责粮食运输的重
要通道。2017 年，历史上的黑桥被挖掘
出来重见天日，黑桥桥身两侧石雕“探海
镇水兽头”清晰可见，让黑桥村的名字来
源于一座桥的传说找到了源头，也为研
究京城水系变迁提供了重要物证。
近年来，崔各庄乡实施“生态立乡，
文化兴乡”战略，注重优秀文化和生态的
传承与发展。黑桥公园设计注重文化和
生态元素，
规划建设六大区。
其中，滨水区打造以“蓝”为主题的
防洪排涝系统，形成一片 10.3 万平方米
的开阔水面，更有片植芦苇等湿生植物，

形成芦花飞雪的自然野趣之境。生态保
育区内广植浆果类、蜜源类、食源类植
物，为小型哺乳动物、鸟类、昆虫提供食
物来源，营造生物栖息地。林地体验区
主要是以槭树类、黄栌等色叶植物为主，
增加林窗景观，随着气候和季节的变换，
林地将展现绚烂多彩的变换效果。耕读
文化体验区，游人可参观相关农事展览，
进行农业观光体验。健身运动区，以遮
阴大乔木形成林下覆盖空间，公园实现
集运动健身、休闲、园林景观于一体。儿
童活动区，以片植春季开花的碧桃、榆叶
梅、白玉兰等花木为特色，园内设置多种
儿童娱乐设施。
在黑桥公园加紧建设的同时，崔各
庄乡何里栖地公园也在同步改造提升，
将利用现状打造森林岛。这两个郊野公
园的建成，将有效改善城乡结合部的生
态环境。
本报记者 左颖

三里屯一直以来都是潮流文化的聚集
地，其辐射人群，也有别于其他区域。而
随着 Page One、言几又、北京三联韬奋
书店、春风习习馆的加入，三里屯在传统
居住区和国际商业区之间，自发地形成
一条独特的“阅读文化带”，这样密集的
书店群落，
在北京是独一无二的。
而三里屯书香特色街区，只是朝阳
区公共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据朝阳区
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书香朝
阳”构建了“四网一体”公共阅读服务体
系，
“ 四网”包括传统公共图书馆服务网

络，自助图书馆为主体的城市街区图书
馆服务网络，电子阅览室、共享工程服务
点为基础的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流动
图书馆为主体的定制化阅读服务网络，
这些网络相互支撑，构成覆盖朝阳区的
“一体”特色公共阅读服务体系。
目前朝阳区内汇聚各级公共阅读服
务设施 600 余座，其中 200 余座可实现通
借通还。此外，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的方式，朝阳城市书屋目前已开放
14 家，下半年还将建设 16 家，全年完成
30 家建设目标。

规划建设六大公园功能区

多家特色书店构建一公里阅读生活圈

书香浸润
“文化三里屯”街区
本报讯（记者左颖）由朝阳区图书馆
联合春风习习读书会打造的“朝阳城市
书屋·春风习习馆”日前在三里屯北三里
正式落成开放。至此，三里屯方圆一公
里，多家各具特色的书店构成一个独特
的书香街区，这也成为三里屯新的文化
坐标和打卡地，是“书香朝阳”建设中的
一个重要示范区。
记者今天上午在现场看到，
“春风习
习馆”
所在的三里屯西街，
南北路长约 150
米，
是连接太古里南区与北区的一条主要
通道。两年前，它以酒吧、餐饮和夜店为

主，违法建设和开墙打洞以及无照经营、
流动商贩带来的安全隐患、噪音扰民和
环境脏乱等问题突出，因此，一度被称为
“脏街”。2017 年 8 月，北京市委书记蔡
奇到三里屯调研时明确提出，要把“商业
三里屯”打造为
“文化三里屯”
，
作为北京的
新地标。仅仅两年，
在各界力量的支持下，
三里屯为实现文化转型做出了卓有成效的
努力。2017 年，
通过对三里屯同里地区及
周边的环境集中治理，
“脏街”变成了“靓
街”
，
同时为区域文化建设提供了基础。
作为北京最具“国际范儿”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