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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座怎样的城

新华社长沙12月2日电（记
者柳王敏）在湖南省新田县新圩
镇高山村，一栋有着民国时期建
筑风格的房子格外引人注目。一
代英烈郑作民在这里出生、成长，
走向忠烈报国之路。作为烈士事
迹的载体，郑作民故居在 2012 年

开始修缮后，不断有人前来参
观、凭吊。

郑作民，别名振华、文贝、
治新，1902年生于湖南省新田
县。自幼家境贫寒，靠父亲抬
轿、挑煤炭、打短工挣钱供读
私塾、初小、高小，一直到甲种
师范。

1924年，郑作民考入黄埔
军校第 1 期。历任排长、连
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国民革
命军第 2 军第 9 师代理副师
长。1938年晋升为师长。

1939 年郑作民升任第 2
军副军长兼9师师长。先后参

加淞沪会战、徐州突围战等战役。
1940年1月，为配合杜聿明的

第 5 军向日军强攻，收复昆仑关，
郑作民奉命率部驰援南宁。所部
到达广西昆仑关后，立即投入战
斗，在其他部队的协助下，收复了
昆仑关。

1940 年 2 月 22 日，日军凭借
空中优势，攻占宾阳，严重威胁昆
仑关。3 月 3 日，郑作民所部奉命
撤退。他指挥部队对日军发起佯
攻，以掩护部队转移，行至广西上
林县时遭到日军战机轮番袭击。
郑作民被炸弹击中牺牲，时年 38
岁。

郑作民牺牲后，中共中央在
延安召开有党、政、军、民参加的
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分别题写挽词：“尽忠报国”“为国
捐躯”“取义成仁”。

英烈已逝，浩气长存。如今，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郑作民的家
乡新田县正举全县之力，聚全民
之智，坚持把发展产业作为实现
脱贫的根本之策，确保打赢脱贫
攻坚战。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邹明仲 邵琨）眼下正值蔬菜上市的

“高峰期”。往年入冬后，蔬菜价格
通常都呈现上涨趋势，但记者近期
在北京、山东等地采访发现，11月
以来，不少蔬菜价格却在往下跌，尤
其是大白菜，现在北京的批发市场
上价格每斤只有0.25元左右，是近
些年的同期较低值。大白菜为何跌
出“白菜价”？后市会如何？记者对
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蔬菜价格都出现不同程度下跌蔬菜价格都出现不同程度下跌

记者11月30日下午来到位于
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沃尔玛超市，
在蔬菜销售区域，一些市民正在选
购大白菜，每斤价格为 0.26 元。超
市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往年11月份
以后，蔬菜价格都会逐渐往上涨，
可今年却在跌。“比如大白菜，一棵
四五斤的，才一块多钱。”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
场，胡萝卜、西红柿、油菜等蔬菜价
格都出现不同程度下跌，尤其是大
白菜，价格已是近些年的同期较低
值。这家市场发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11月初，这家市场的大白菜平
均价为每斤0.35元左右，此后开始
出现下降趋势，11 月 30 日平均价
为0.23元，这比2017年同期每斤大
约低0.1元。

“现在田间地头的白菜，不是
论斤卖，是论棵卖。”山东省青州市
何官镇戴楼村村民刘旺林种了 30
多年蔬菜，他告诉记者：“今年这蔬

菜价格挺怪，最近一直往下走。秋
后价格越来越低，往年同期大白菜
0.4元一斤，一棵能卖2元多钱，现
在按棵卖，一棵不到1元钱。”

山东寿光是全国知名的“蔬菜
之乡”，拥有全国最大的蔬菜批发
市场。从9月份到现在，中国寿光蔬
菜指数已连续8周下跌。寿光农产
品物流园发布的周蔬菜价格监测
显示，11 月第 3 周市场蔬菜交易
中，有6类指数下跌，其中下跌明显
的类别是白菜类、茄果类、菜豆类，
环比跌幅分别是8.7%、8.2%、3.9%。

蔬菜价格为何下跌蔬菜价格为何下跌？？
记者采访的相关专家分析认

为，主要是由于此前天气状况良
好，有利于蔬菜生长，山东、南方蔬
菜产量十分可观。近期蔬菜集中上
市，后方供应源源不断，市场上整
体供大于求，使得价格不但不往上
走，反而一路下行。

“近期，山东省内露天蔬菜上
市量充足，加之南方蔬菜进场量增
多，市场供应总量旺盛，价格呈下
滑走势。”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
价格指数中心经理隋玉美说。

东方艾格农业经济分析师马
文峰认为，入冬以来，我国降水天
气不多，交通状况良好，流通环节
比较顺畅，没有明显的“囤菜”现
象，这有利于蔬菜从产地运往销
区，在一些地方供应比较充裕，且
还在持续，这是蔬菜价格下行的主
要原因。

记者采访了解到，蔬菜价格下
跌，对菜农收入造成了一定影响。
以大白菜为例，肥料、种子、人工、
水费等费用加一起，每亩种植成本
800 元左右，如果按照亩产 1 万斤
计算，若价格继续下跌，跌到每斤
0.1元以下，就很难收回成本。

刘旺林告诉记者，因为菜价不
理想，当地部分菜农将甘蓝、菠菜
等蔬菜粉碎，埋入地中当绿肥，还
有一些菜农为了尽快把大棚腾出
来，种下一茬菜，免费把菜送给了
养殖户和收菜的经纪人。“因为菜
价低，前几天，村里有的菜农，想把
自种的蔬菜免费送都送不出去。”

当然，并非全国蔬菜价格都在
下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辽
宁等北方地区，目前蔬菜价格比较
平稳。辽宁省彰武县彰武镇三家子
村菜农胡文彪，常年种植蔬菜，今年
种植8亩露地白菜在本地销售，现在
当地批发市场价格比较稳定，每斤
0.3元以上，与往年相比差别不大。

隋玉美分析认为，短期内，一
些蔬菜品种在市场上供大于求的
局面很难改变，山东省内蔬菜供应
量会继续增多，外省南方菜也会增
加供市量，预计短期内后市蔬菜价
格指数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未来蔬菜市场价格，马文
峰认为，伴随后期的天气转冷，秋
菜储备完成，特别是北方地区会出
现降雪，物流运输变得相对困难
时，价格会出现回升。

白菜咋真跌出了“白菜价”

尽忠报国抗日捐躯的英雄——郑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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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
在南京林业大
学考点，考生排
队进入考场。

当日，中
央机关及其直
属机构 2019 年
度考试录用公
务员公共科目
笔试在全国各
考 区 统 一 举
行。

新华社发
（刘建华 摄）

20192019年年““国考国考””开考开考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李斌 关桂峰 孔祥鑫）北京城市副中
心行政办公区近日启用，意味着作
为北京新“两翼”之一的北京城市副
中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北京空间
格局调整迈出重要一步。

作为北京新“两翼”之一的北京
城市副中心，究竟是一个什么模样？
未来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记者
近日走进这座正在兴起的未来之城
进行探访。

城市副中心大框架已经拉开城市副中心大框架已经拉开
“运河东大街”“清盛路”“清风

路”……记者 11 月 30 日上午在行
政办公区现场看到，一块块路牌为
过往车辆“指路”，不时有工作人员
进入；路边，一辆喷水车在给树木
浇水……

根据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北京城市副中心为北京新两翼中的
一翼，将“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
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
区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规划范围约155平方公里的北
京城市副中心，将构建“一带、一轴、
多组团”的城市空间结构：遵循中华
营城理念、北京建城传统、通州地域
文脉，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
城共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
态城市布局，形成“一带、一轴、多组
团”的空间结构。

——一带是以大运河为骨架，
形成一条蓝绿交织的生态文明带，
沿运河布置运河商务区、北京城市
副中心交通枢纽地区、城市绿心 3
个功能节点。

——一轴是沿六环路形成创新
发展轴，向外纵向联系北京东部地
区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对内串联宋庄文化创意
产业集聚区、行政办公区、城市绿
心、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等
4个功能节点。

——多组团是依托水网、绿网
和路网形成12个民生共享组团，建
设职住平衡、宜居宜业的城市社区。

经过 3 年多建设，城市副中心
的大框架已经拉开：五河交汇处，运
河商务区，一批商务楼宇已拔地而
起，一批金融机构已率先入驻，16
个开发项目近680万平方米楼宇全
面启动招商；环球主题公园一期项
目在位于副中心西部的文化旅游
区，目前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推进，通
往环球主题公园的地铁也在抓紧建
设中；台湖演艺小镇等一批特色产
业小镇加快规划；人力资源产业园、
互联网安全产业园等一批符合副中
心定位的优质项目落户……

城市特色城市特色：：水城共融水城共融、、蓝绿交蓝绿交
织织、、文化传承文化传承

通州多河富水，区内19条河流
汇聚。

11月12日，纵贯北京城市副中
心的北运河启动综合整治，到2020
年初夏，将有 23 座微公园散落河
畔，50公里骑行步道串联三色花树
景观带。

水城共融、蓝绿交织、文化传
承，将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
特色：

——这是一座水城共融的生态
城市：顺应现状水系脉络，科学梳
理、修复、利用流域水脉网络，建立
区域外围分洪体系，形成上蓄、中
疏、下排多级滞洪缓冲系统，涵养城
市水源，将北运河、潮白河、温榆河
等水系打造成景观带，亲水开敞空
间15分钟步行可达。

——这是一座蓝绿交织的森林
城市：构建大尺度绿色空间，形成

“两带、一环、一心”的绿色空间结
构。两带是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与
中心城区、廊坊北三县地区东西两
侧分别约1公里、3公里宽的生态绿
带；一环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外围

形成环城绿色休闲游憩环，长度约
56公里；一心即城市绿心，约11.2平
方公里，通过对原东方化工厂地区
进行生态治理，建设公园绿地及若
干公共文化设施，打造市民中心，规
划建设33个公园。蓝绿交织将成为
城市副中心的底色。

——这是一座古今同辉的人文
城市：随着2016年路县故城的考古
挖掘，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区域已
证实至少自 2000 多年前就有大量
人口居住。路县故城遗址将原址整
体保护，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恢复路
县故城的护城河等原貌；通州古城
核心区、张家湾古城、桥闸码头总体
保护等相关规划正在编制；通运桥、
晾鹰台等文物的修缮正在进行；改
造和恢复玉带河古河道及古码头等
历史遗迹……

通过恢复历史文脉肌理，置入
新的城市功能，古为今用，北京城市
副中心文化创新活力将获得提升。

未来三年计划安排项目的总投未来三年计划安排项目的总投
资超过万亿元资超过万亿元

11月30日上午，记者在北京城
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看到，社会车
辆自由行驶，公交车不时驶过；地铁
6 号线郝家府站已经开通，有人背
着双肩包走出地铁站。

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不仅是
调整北京空间格局、治理大城市病、
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需要，也是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人口经济密
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需要。规划
者、建设者们坚持用最先进的理念
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规划建设管理，
努力使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没
有“城市病”的城区。

——高标准规划建设交通市政
基础设施体系：构建以北京城市副
中心为交通枢纽门户的对外综合交
通体系，打造不同层级轨道为主、多
种交通方式协调共存的复合型交通
走廊。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标志性工
程，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
纽承担着组织城际交通和城市交通
转换的功能。

通州还将建设七横三纵的轨道
交通线网，建设五横两纵的高速公
路、快速路网络，加强城市副中心与
中心城区、新城的交通联系，提高通
勤能力，同时加密通州区路网形成
小尺度街区。

——坚持建管并举，努力使未
来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没有“城市
病”的城区：创新城市综合管理体
制，推进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集成应
用海绵城市、综合管廊、智慧城市等
新技术新理念，实现城市功能良性
发展和配套完善。

记者在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地下综合管廊示范段看到，电力舱
的隧道顶部铺设着轨道，一台蓝色
的巡检机器人闪着光，用其红外测
温、摄像头两只“眼睛”掌控着周围
的环境和设备运行变化。

——着力建设一批精品力作，
提升城市魅力：加强主要功能区块、
主要景观、主要建筑物的设计，汇聚
国内国际智慧，提高音乐厅、图书
馆、博物馆、体育中心等重要公共设
施设计水平。城市副中心将统筹考
虑城市整体风貌、文化传承与保护，
加强建筑设计系统引导，建设一批
精品力作。

据悉，2017年、2018年，北京市
委、市政府共安排城市副中心重大
工程近500项，投资超过2000亿元。

“未来三年，城市副中心计划实
施项目1000余个，计划总投资超过
万亿元。”12 月1日，在通州举行的

“2018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通州
区区长赵磊向世界发出召唤，“欢迎
各界朋友到通州，在投资兴业的同
时分享副中心成长的红利。”

这是郑作民像（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