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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四街道

首个智能垃圾分类箱亮相崇外街道
具有手机扫码投放、满载预警、臭氧杀菌等功能；垃圾分类全过程监管系统正式上线

3处口袋公园有望月底亮相
利用腾退空间新增绿地689平方米，植物选择体现“三季有花，四季常青”

东四街道

为利用好腾退空间，东四街道召开两次居民议事会征民意

议事会搬到胡同里
民意上了设计图

智能垃圾箱可称重能预警

当天上午 10 时，记者在新怡家
园社区内见到了首次亮相的两个智
能垃圾分类箱。其中一个带有电子
显示屏的灰色垃圾箱被分为两部分：
贴有绿色标签的投放口主要用于投
放厨余垃圾，而贴有灰色标签的投放
口则用于投放其他垃圾。

一旁略矮的红色智能垃圾分类
箱为有害垃圾收集箱，分门别类设置
了大小长短不一的异形投放口，用于
投放化妆品、过期药品、灯管灯泡、电
子垃圾、杀虫剂等。

“两个垃圾箱的底部都装有称重
装置，居民每次投放的垃圾都将进行
积分，以便换取相应礼品。”据崇外街
道网格化服务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LED 屏会实时更新国家垃
圾分类的相应政策；视频区域将会演
示垃圾分类的步骤；厨余垃圾与其他
垃圾分别配有一个容量为240L的垃
圾桶，当垃圾桶容量达到上限时，警
示灯会亮起，提示居民不要再进行投
放。同时，后台监控的工作人员将会
及时安排相关人员进行垃圾箱的更
换。每天晚上下班之前，工作人员也
会对垃圾桶进行检查，如果容量满载
或是即将满载会进行换桶。

入住小区 10 余年的居民曹黛
说：“这个智能垃圾桶可以当场显示
自己投放垃圾的重量和相应的积分，
相比扔垃圾还需要别人称重的步骤，
方便了不少。”

垃圾分类全过程监管系统上线

“崇外地区餐饮企业众多，很多
都通过私人渠道处理垃圾，非常不规
范，更有甚者将其变成地沟油。”崇外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肖华强说：“为了
彻底解决这个难题，崇外街道于去年
6 月份开始建立了垃圾分类全过程
监管系统，目前该系统已全面上线。”

肖华强介绍，崇外街道垃圾分类
全过程监管系统其实就是通过对分
类垃圾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理进行
全流程数据采集，运用计量称重、收
运监管异常报警的技术管理手段，结
合街道多部门执法联动的管理机制，
实现崇外街道垃圾分类全流程监管
系统的构建。

在监管平台上，记者看到，辖区
所有产生垃圾的主体单位如社区、
餐饮企业、垃圾楼等，全部在电子
地图上进行了标注，点击一个单
位，可以实时看到其产生的垃圾数
量。“我们辖区内的垃圾桶都有一
个类似身份证的芯片，垃圾车也有
GPS 定位，这样，垃圾的数量和垃圾
车的运营路线都可以得到监控。”
崇外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副
主任李涛说：“这套系统提供的预
警机制为综合执法队进行精准执
法提供了依据。”

下一步，崇外街道将继续依托
“党建引领”引导居民自主分类投放，
并加强垃圾处理源头规范管理，完善
生活垃圾全程监管体系。

本报讯（记者 庄蕊）春暖花开
时节，东四街道利用腾退空间建设的
3 处口袋公园即将完工，预计 4 月底
亮相，新增绿地面积689平方米。

腾退空间变身口袋公园

面积最大的口袋公园位于仓南
胡同 12 号楼前。记者在现场看到，
建设中的口袋公园四周围着隔板，公
园中种满各种植物。

东四街道城管执法队高超龙告诉
记者，这里半年前还是一片彩钢板搭
建的违法建设，有小卖部、小饭馆，还
有一个物业的食堂。“胡同为单行线，
且紧邻史家小学，每天接送孩子上下
学的车辆很多，经常堵车，再有这彩钢
板搭的违建太不安全了。”高超龙说。

为缓解拥堵和消除安全隐患，
2018年 12月初，东四街道“吹哨”，联

合城管、规划、消防等部门将此处违
建拆除完毕，在征询百姓意见后，决
定建设口袋公园。

居民植树建设公园

仓南胡同东口之前被非法游商
占据，如今变身为 284 平方米的口袋
公园。4月10日上午，东四街道组织
辖区内的党员、团员和社区居民来到
公园内，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大家分工协作，有的铲土，有的栽
种，有的浇水。家住豆瓣社区的王继
红种下一棵紫藤树，喜爱种花的她去
年加入了社区花友汇，和邻居们共同
爱花、护花，美化社区环境。“到了春
天，紫藤会开出一串串紫色花，可漂亮
了。”王继红一边浇水一边说，“以后居
民们又多了一个休息、聊天的场所。”

海棠、石榴、银红槭……颜色各

异、花期不同的植物栽种在口袋公园
中。“3 处口袋公园由北京林业大学
的专家设计，以‘三季有花，四季常
青’为原则选择植物。”东四街道城市
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宋春午介绍，为了
体现特色，3 处口袋花园的植物种类
不尽相同，小型公园种植了花椒树，
大型的则以各类花卉植物为主。

预计4月底亮相

据了解，大型植物栽种完毕后，
口袋公园还将增添金银花、竹子等小
型植物，此外，还将在公园内搭建廊
架，增加坐椅和拱门装饰。

街道办事处还将在这里建立小
微花园，安装花池、盆景，种植雏菊、
对节白蜡、佛甲草等绿植。

据介绍，3 处口袋公园预计于 4
月底修建完成。

本报讯（记者 庄蕊）腾退空间
怎么用？居民自己说了算。去年，东
四北大街一条支线胡同里集中拆除
了 18 处自建房，为了利用好这些空
间，东四街道召开了两次居民议事
会，大到功能布局，小到花架尺寸，都
征求居民的意见。据了解，提升工程
将于4月底完工。

了解居民需求 设计提升方案

“到了 5 月份，我们胡同就漂亮
了。”家住东四北大街 410 号的张女
士看着胡同里忙碌的施工人员，心中
充满期待。

事情还要从 9 个月前说起。去
年 7月，张女士所在的胡同需要刨开
路面，更换地下自来水管和下水管，
但 3米宽的胡同两侧建满了自建房，
给施工制造了障碍。为及时更换管
道、美化胡同环境，居民们积极配合
街道、社区，拆除了自家的自建房。

“自建房大部分用来储物，有的
存放自行车，有的堆满杂物，有的
被当做花架。”张女士告诉记者，虽
然自家的储物棚被拆了，但看着变
宽的路面和整洁的环境，她心里挺
高兴，对腾退空间的利用，也有不
少想法。

为了了解居民需求，东四街道于
去年 7 月召开了第一次居民议事
会。会上，居民们提出了搭建车棚和
花架的需求。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
任乔焕伟一一记录下来，并与设计公
司沟通。不久，胡同提升的设计初稿
出炉了。

会场搬到胡同 设计师读民意

为了征求居民对设计图的意见，
东四街道召开了第二次居民议事会，
这次参与的居民更多了。然而，居民
们看不懂设计图，位置也对不上号。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都快吵

起来了。”乔焕伟说。
“走，去现场。”乔焕伟决定将会

议搬到胡同里。回到熟悉的环境中，
居民们打开了话匣子。“放车的空间
要大一些”“需要增加晾衣服的地方”

“我想有个花池种花”……居民们一
边说一边比划，将位置、尺寸都说清
楚了。

很快，设计公司根据居民的意见
修改了设计图：取消树池，延长花廊，
花廊下面安装玻璃顶棚，上面种植爬
藤植物，下面存放自行车；花廊旁边
增设金属晾衣竿，以后居民再也不用
在电线上晾衣服了。袁大爷的花搁
架、崔大妈的花池、张大爷的花架子
都设置在自家院门口。

新增的花池、花架谁负责养护？
由居民共建共治。“墙边的花搁架摆
放盆栽植物，大门口的花池里种石榴
树，花廊上爬满葫芦，夏天欢迎到我
家门口乘凉。”喜爱种花的崔大妈计
划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智能垃圾分类箱具有满载警示
预警、投口防夹手、温度检测、定位、
臭氧杀菌、防水等功能，并配有多用
途LED显示屏、智能投放装置、便捷
投递灯、外挂式灭烟盒。

赶时间、没有积
分 换 礼 需 求 的
人群，可以直接
按 键 进 行 垃 圾
投放。

投放方式 “黑科技”

4月10日，我区首个智能垃圾分类箱亮相新怡家园社
区。该分类箱具有手机扫码投垃圾、满载预警、臭氧杀菌、
防水等“黑科技”，这标志着崇外街道的垃圾分类由此进入
智能化阶段。 记者 史昕玥

下 载 手 机 APP
“分一分”，完成
注册后即可扫
码，进行垃圾投
放并积分；

针对上了年纪，使用
手机不便的人群，先
去居委会进行登记，
制作二维码标牌，进
行垃圾投放并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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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里拆除违建
还居民绿色空间
将规划停车位，并引进物业管理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4月4日
上午，永外街道城市管理办联合综合
执法队、社区、工商等部门，对居民反
映强烈的定安里21号楼违建予以依
法拆除。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小
棚子，居民们说：“前段时间听说这片
的违建拆除后将用做绿化和停车，当
时以为就是说说，今天看来是真的。”

据了解，定安里社区现有 30 栋
楼房、7个平房院。社区楼房建设年
代不一，但每栋楼的一层基本都存在
违建。此次拆除的定安里21号楼南
侧本是居民楼的窗户，可一层居民普
遍外拓修建房屋用于住人和堆放杂
物，并且在公共区域私搭护栏、鸡舍
和鸽子窝等，近 30 米宽的小区公共
区域被违建分割得七零八落，只能供
居民进出。因大部分违建根基不稳
且多为木质、彩钢结构，还有居民将
其用做厨房，安全隐患极为突出，一
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拆除行动中，街道工作人员还
为居民讲解了拆除后的小区空间规

划，“据粗略估算，腾出的空间可为
20余户居民解决停车难问题。”

“我大概估了下，我们家应该能排
上一个车位。”居民刘先生掰着手指头
一算，想到自己以后终于不用再满处
找车位了，脸上不由得露出笑容。

为保证此次拆除工作顺利进
行，街道综合执法队联合城市管理
办工作人员提前入户为居民做思想
工作，发放告知书及“一封信”。社
区走访居民了解实际情况，通过召
开民意征询会，对居民提出的问题
进行解答。对于家中无人、对拆违
工作有意见的居民，社区干部主动
联系居民，反复下户做通居民的思
想工作。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区域
内的10余处违建依法得到拆除。

“21号楼只是定安里拆违工作的
开始。”据永外街道城市管理办副主
任王亮介绍，街道将继续加大力度，
依法拆除剩余违建，尽早实现停车、
物业管理模式的设想，从根本上解决
社区环境差、停车难的实际问题。

永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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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居民体验智能垃圾分类箱。 记者 王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