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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推荐单位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老干部处

参观点联系人 应蝶 联系电话 67059224

讲解情况
收费讲解，100 元，

需预约
收费标准

30 元 / 人

老年证免费

详细地址 东城区前门东大街 20 号

乘车路线 公交 8路、9路；地铁二号线 2B 出口

接待或开放时间
每天 9：00—17：00

每周一闭馆
参观用时 1.5 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参观点简介：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位于北京东城区前门东大街（老北京火车站东侧），是在

原有建筑基础上改造而成。改建后的展馆共分4层，分别以展板、灯箱、模型、图片、

雕塑、立体电影等形式介绍、展示了北京悠久的历史和首都城市规划建设的伟大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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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警察博物馆

推荐单位 市委政法委老干部处

参观点联系人 刘亚利 联系电话 85225001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需预约 收费标准
5元 /人

60 岁以上免费

详细地址 东城区东交民巷 36 号

乘车路线 41 路、60 路，正义路南口

接待或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

9:00—15:30
参观用时 1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每次参观人员限 50 人以内。

    

参观点简介：

北京警察博物馆是美国花旗银行北京分行旧址，建筑风格为西洋古典式，本身

就是一件文物。北京警察博物馆由北京市公安局筹建，属行业性博物馆范畴。博物

馆采取编年史与重大专题相结合的展陈方式，向社会全方位、多角度的公开展示首

都公安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以及首都公安在改革开放以来，为维护首都稳定，保卫人

民安全，打击违法犯罪和维护宪法及法律尊严等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取得的辉

煌成就。

本博物馆展出面积为 2000 平方米。现有藏品 1 万余件（范围自明代至今与警

察相关的中外藏品），陈列展出2000余件。馆内展示以实物为主，兼附图片、文字、

模型。另外，馆内还采用了相应的高科技手段，引进了先进的声、光、电技术，使

传统的陈列手段与高科技展示完美结合，从而较好地突出了博物馆的时代特征，有

力体现了首都公安在全国的固有特色。同时，馆内专门设置了寓教于乐的可参与操

作的项目，模拟仿真射击训练系统、法律法规抢答系统、机动车牌号选取系统等等。

全馆设四大展厅：1、北京公安史厅。2、刑事侦察、监所厅。3、警种职能厅。

4、警械装备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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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珐琅厂

推荐单位 东城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珐琅厂办公室，

提前一周电话预约
联系电话 67211677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东城区永外安乐林路 10 号

乘车路线
自驾车：南二环路景泰桥正南 600 米路西

公交：可乘坐 7路、610 路、525 路、特 11 路琉璃井下车

接待或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

8:00—17:00
参观用时 2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每次参观人员限 50 人以内。

    

参观点简介：

    

北京市珐琅厂成立于 1956 年 1 月，由 42 家私营珐琅厂、宫廷造办处、作坊合

并成立。目前是全国景泰蓝行业中唯一的一家中华老字号，生产经营景泰蓝最具权

威的专业企业，集景泰蓝产品研发制作、工艺展示、精品欣赏为一体，是北京市外

事接待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工艺美术院校实习培训基地。

多年来，珐琅厂以其产品的研发优势、上乘的质量和浓厚的文化艺术品味享誉

国内外市场，并形成知名的“京珐”品牌，连续被认定为北京市著名商标。

可参观景泰蓝的制作过程和景泰蓝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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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竹博物馆

推荐单位 西城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李连元 联系电话
83115726

13681231459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西城区报国寺小星胡同 9号

乘车路线 地铁 7号线，公交车广内站

接待或开放时间
9:00—16:00

（周一闭馆）
参观用时 自定

其他有关要求

    

参观点简介：

   

1. 讲空竹历史，空竹个人故事。

2. 展示老北京抖空竹绝活儿。

3. 教授抖空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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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民俗工艺坊

推荐单位 西城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赵伟 联系电话
83133317

13601241322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天桥市场斜街 42 号

乘车路线 15、105、6、7、59、34、35、917、106、385、387

接待或开放时间
每天 9:30—18:00

（周三停止开放）
参观用时 1—3 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1. 每次参观人员限 20 人以内；

2. 场馆内可安排手工体验项目，具体收费标准请咨询。

参观点简介：

天桥民俗工艺坊建于 2007 年，坐落在神奇古老的民俗街——天桥市场斜街 42

号。地上地下建筑面积 140 平方米，主要分为三个区域：工艺大师作品展示区、作

品销售区和手工技艺交流培训区。该坊引进的项目全是国家、市、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其特点：作品全部手工制作，具有唯一性、独创性、民间性，是弘扬

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和文化交流的优秀基地。

该坊多次代表我国出访多个国家，参加文化交流，为国争光，受到文化部、外

交部、区委、区政府表扬，作品也被多国首脑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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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

推荐单位 市委教育工委老干部处

参观点联系人 王帅 联系电话 64288067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需预约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朝阳区和平街北口樱花路甲 2号北京服装学院

乘车路线
515 路育慧南路南口站下车；地铁 10 号线芍药居站 A口出，

可穿过元大都遗址公园，从学校后门进入

接待或开放时间

每周二、四 8:30—11:30、

13:30-16:30；每周六下午

13:30—16:30

参观用时 1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每次参观人员限 50 人以内。

参观点简介：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成立于2000年，是中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

也是集收藏 、展示、科研、教学为一体的文化研究机构。是国内最好的服装专业

博物馆之一，收藏有中国各民族的服装 、饰品、织物等一万余件。还藏有二十世

纪三十年代极为珍贵的彝、藏、羌族人的生活图片近千幅。民族服饰博物馆有展厅

面积 2000 平方米，设有七个展厅和一个供广大青少年及公众学习、了解民族服饰

传统技艺、进行互动交流的中国民族传统服饰工艺传习馆。民族服饰博物馆收藏有

中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一万余件。博物馆还收藏有近千幅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拍摄的极为珍贵的彝族、藏族、羌族的民族生活服饰的图片。

2008 年，博物馆被北京市政府正式授予“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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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观光塔

推荐单位 朝阳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安易 联系电话 13718330211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200 元 /100 元

详细地址 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内，主体建筑紧邻中轴线景观大道

乘车路线 乘车路线：地铁 8号线，森林公园南门站下车

接待或开放时间 9:00—17:00 参观用时 1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1号塔参观收费 100 元；2号塔参观收费 200 元。

参观点简介：

北京奥运塔是北京新的地标建筑，由五个直径与高低各不相同的单塔组成，建

筑总高度为 246.8m，建筑总面积为 18687 平方米。其中塔冠面积 5257 平方米；塔

座面积 13430 平方米。北京奥运塔建筑创意非常独特，以生命之树为设计理念，五

个单塔从基座向上延，寓意为大地隆起开裂，生命之树破土而出，自然生长。在塔

的顶部逐渐向四周延展，形成树冠形状，似一束鲜花，似礼花绽放，似清泉喷涌。

这种不同的圆形塔冠在空中似合似分的独特造型蕴含着奥运五环蓬勃向上的精神风

貌。设计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圆形元素同时体现了人文特色和生态理念。北京奥运

塔主要承担城市旅游观光、环保监测和大型活动监控等功能，是世界唯一的有五个

独立的塔组合而成。目前在国内排名第六，在世界排名第 22 位。游客乘坐电梯可

直接到达塔顶，一览整个奥林匹克公园风景，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鸟巢、水立方、

玲珑塔、国家会议中心等。除此之外，还可将鼓楼、故宫、天安门、香山、颐和园

等北京众多景点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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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 艺术园区

推荐单位 朝阳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齐宛基 联系电话
57626181

13911992593

讲解情况 收费讲解，预约联系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朝阳区酒仙桥路 4号

乘车路线 403 路，418 路，593 路大山子路口东

接待或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 参观用时 自定

其他有关要求 画廊内禁止大声喧哗、禁止触摸作品、参观结束后归还讲解耳机。

参观点简介：

北京 798 艺术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大山子地区，坐落在北京七星华电科

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七星集团）所属的 718 大院，核心区域占地面积近 3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这里汇集了画廊、设计室、艺术展示空间、艺

术家工作室、时尚店铺、餐饮酒吧等众多的文化艺术机构。截至 2012 年 12 月，

入驻北京 798 艺术区的画廊、艺术家个人工作室以及动漫、影视传媒、出版、设计

咨询等各类文化机构有近 500 家， 其中包括多家来自 25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机

构 , 如法国、意大利、英国、比利时、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等。这里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 展示中心和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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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及海淀公园

推荐单位 海淀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客服人员 联系电话 82557820 转 9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海淀区新建宫门路 2号

乘车路线
沿万泉河快速路向北行驶到颐和园路出口出辅路直行，在西苑

桥下掉头向南沿辅路直行，右拐进入新建宫门路。

接待或开放时间 9:00—17:30 参观用时 1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展示中心提前预约，只接待团体，工作日开放。

参观点简介：

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位于海淀公园北部，占地 5888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7486 平方米，主要功能集展览展示、教育培训、会议论坛为一体，2011 年 7 月 1

日正式挂牌。整个建筑由展示中心及会议中心两部分组成。展示中心通过新一代信

息技术、航空航天、小微企业、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

造等方面的展示，体现了中关村在自主创新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示中心通过

不懈的努力，打造成一个观赏性、科技性为一体的科技创新中心。

海淀公园位于北京西北四环万泉河立交桥的西北角，面积约 34 公顷，是历史

上北京三山五园中畅春园的遗址。始建于 2003 年，有淀园花谷、仙人承露等著名

旅游景点。海淀公园作为体验高品质休闲生活及举办大型文艺演出和文化活动的理

想场所，“科技、人文、生态”的主题公园形象已为公众所认同，得到国内外游人

及众多合作伙伴、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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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创业大街

推荐单位 海淀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马延朝

提前五个工作日预约
联系电话 15001231349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海淀大街 41 号附近

乘车路线 乘车到原海淀图书城步行街即可。

接待或开放时间 全天 参观用时 40 分钟

其他有关要求 20 人以上团队不带入机构内部参观。

    

参观点简介：

中关村创业大街位于中关村西区核心位置，北临北四环，西靠苏州街，交通便利，

前身是海淀图书城步行街。随着街区业态升级和创业服务机构的引进，街区已经初

步形成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创业生态。街区不仅定位于建设创业服务集聚区、科

技企业发源地、创业者文化圣地，还要打造具有极强科技感、展示度、时尚感的创

新创业特色景观大道，吸引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创业孵化服务机构，

构建一整套服务功能完善的创业生态产业链。

创业大街以李克强总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为指引，以创业者的需求为

导向，以整合服务资源为基础，积极引进各类创业服务机构，重点打造“创业投融

资 + 创业展示”两大核心功能，以及“创业交流 + 创业会客厅 + 创业媒体 + 专业孵

化 + 创业培训”五大重点功能。街区集聚了一批创业服务机构。已经有车库咖啡、

3W 咖啡、Binggo 咖啡、飞马旅、36 氪、创业家、联想之星、天使汇、JD+ 智能奶

茶馆等多家创业服务机构入驻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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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坨镇车耳营村

推荐单位 海淀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张经理 联系电话
13911963199

62468677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海淀区苏家坨镇车耳营村

乘车路线
沿北清路向西行驶9公里，往北进入温北路，在北安河北路（海

淀驾校）左拐，往西至车耳营路到达终点。

接待或开放时间 全天 参观用时 1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提前预约。

    

参观点简介：

苏家坨镇车耳营村位于凤凰岭南线，依山而建，绿树萦绕。绵延中有错落有致

的农家小院、古柏古银杏，有曲折的小径和石板台阶，构成一幅世外桃源般的山村

风景，散发出浓郁的古朴气息。绿树掩映的村庄一步一景，四时不同，山水相映，

游人各有所宜， 2008 年被评为北京市最美乡村。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在此主持练兵，设立车营，日久儿化谐音得名车耳营。

其不仅是戚继光战车营所在地，还是妙峰山古香道的起点，古老的吕祖洞、关帝庙、

黄普院和雄伟神秘的金刚石塔、北魏石佛遗址等多个历史景点皆坐落于此。

近年来，车耳营村在村党委的带领下，已经从一个闭塞的小山村发展为市级民

俗旅游村，对外开展观光采摘、餐饮服务、农家食宿、自然风光游等农家乐活动，

走出了一条发展民俗旅游致富的新路子。为展现新农村精神文明风貌、展示大西山

乡俗民俗文化，还在村北兴建了新的文化大院，为村民、游客提供了一个娱乐、交流、

健身的新场所，鼓励村民学习剪纸、手编等民俗文化，建设花岗岩石文化墙，建立

工艺品展厅，充分展示了车耳营村浓郁的人文气息和民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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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石景山工业文化景区

推荐单位 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王晓东 联系电话
88294331

13501138088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50 元 / 人，老年人

八折优惠。

详细地址 石景山区体育馆南路 2号

乘车路线 乘 337 路、354 路、941 路厂东门下即可

接待或开放时间 9:00—17:30 参观用时 2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1. 提前一周预约；

2. 园内有小火车游览项目，80 元 / 人，50 人以下不开放。

参观点简介：

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位于北京市长安街西端的石景山区首钢工业园区。距北

京市中心约 20 公里。是集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学术交流、休闲娱乐人文类

的教育基地于一体旅游景区所。 

主要参观景点有：国内大型现代化炼铁高炉——首钢炼铁厂三高炉；目前国内

最大的小方坯链铸炼钢厂——首钢第三炼钢厂；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线材生

产厂——首钢高速线材厂；经环保处理改造后的工业循环水池——首钢群明湖等。

游客在进行工业旅游的同时，还可游览坐落在首钢工业园区内的石景山古迹群。参

观游览的线路有 3条，根据参观对象的不同分为科普、教育和休闲三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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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都阁景区

推荐单位 门头沟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王翠 联系电话 13693379420

讲解情况 收费讲解，100 元 收费标准
50 元 / 人；60-65 岁票价

20 元；65 岁以上免票。

详细地址 门头沟区潭柘寺镇桑峪村

乘车路线 地铁苹果园站，乘坐 931 路，至潭柘寺镇桑峪村

接待或开放时间 8:30—17:30 参观用时 1.5 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参观点简介：

定都阁位于门头沟区潭柘寺镇海拔 680 米的定都峰上，2011 年 7 月 13 日奠基

开工，2012 年 1 月主体完工，占地面积 55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400 平方米，高

33.9 米，共 6 层，仿古造型，由多个歇山式组合成复合屋顶，每层檐下施单翘单

昂五踩斗拱，逐层收分，配以外挑之平座走廊。因其地处长安街西延线西端的定都

峰上，故名定都阁。

登定都阁，心胸顿时开朗，西观群山绵亘，东眺京城似锦；远望长安街东去，

近览永定河新貌和门头沟区新城美景；夜观定都阁，璨若明珠，不禁令人叹道：“不

到定都峰，枉到北京城。”

“古峰定都城，新阁耀长安”。定都阁与长安街东端通州大运河遥相呼应，形

成“东有大运河，西有定都阁”的北京核心文化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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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镇洪水口村

推荐单位 门头沟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梁愿 联系电话 18710036950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门头沟区清水镇洪水口村

乘车路线 地铁苹果园站，乘坐 892 路，至洪水口站下车

接待或开放时间 9:00—16:00 参观用时 40 分钟

其他有关要求

参观点简介：

新农村改革成果典型村庄 -——洪水口村，距京城 90 公里，距门头沟区政府

100余公里，距灵山主峰仅12公里，位于首都屋脊灵山脚下，是通往灵山的要道口，

是京城海拔最高的村庄之一，村旁有一条古道直通灵山顶，素有“灵山门户”之称，

是典型的深山村。洪水口村域面积22.3平方公里，耕地176亩，全村85户，258人。

97年以前，全村经济发展缓慢，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外债有1.2万元，村里发展经济、

缺少资金；兴办企业、缺少技术，“放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不用，守着金饭碗要饭吃”

是当时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近年来，该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新农

村建设二十字目标要求，充分发挥党支部在推动科学发展中的领导、服务和保障作

用，深化“三级联创”活动，全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洪水口村之美在于：一是有

古朴自然的旅游资源。有独特险峻的灵山古道，有古战场敌台遗址；二是有自主奋

进的人文精神。这里的人们自力更生，开拓创新，改变了家乡一穷二白的面貌。洪

水口村现有数字化放映厅一座，篮球场一个，老年人活动站一个，文化演出队伍一

支，丰富了村民的业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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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

推荐单位 房山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任正瑞 联系电话 13911050793

讲解情况 收费讲解，需预约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

乘车路线
房 25 路，由房山客运总站到霞云岭乡堂上村

京石高速—良乡机场—王三路—108 国道—堂上

接待或开放时间 8:00—17:00 参观用时 1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6月 20 日以后对外开放。

参观点简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创作地纪念馆位于北京西南霞云岭乡堂上村

境内，距市区约 110 公里，为经典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地。纪念

馆总占地面积约 60 亩，主要由词曲创作地旧址、纪念馆和 960 平方米全国最大的

金属党旗和 19.21 米高的标志柱三部分组成。三个馆区依山而建，以文字、摄影、

浮雕、蜡像、幻影成像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红色圣歌《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的历史过程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领导核

心作用。

2002 年 2 月，纪念馆被评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 年 4 月，被评为国

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是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也是北京市第一批免费开放单位。

在每年“七 •一”党的生日到来之际，纪念馆都会迎来京内外众多单位在此举行参

观活动。纪念馆因其独具特色的革命传统、红色文化魅力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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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智慧农场

推荐单位 房山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刘义 联系电话 13910206916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80 元 / 人，60—69 岁

老人半价，70 岁以上

老人免费

详细地址 房山区琉璃河镇兴礼村琉陶路“中国北京农业生态谷”

乘车路线
乘坐房 30 路 , 在兴礼村西下车，延琉陶路向西步行 250 米，

左转，向南步行 400 米右转，向西步行 150 米到达终点。

接待或开放时间 9:00—17:00 参观用时 1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参观点简介：

中粮智慧农场于 2015 年 10 月开园，内设“一心六园”——即智慧农业中心、

花田漫步、牧场悠歌、乡野记忆、田园拾萃、林间采薇、伊甸寻芳等六大室外主题

园区。中粮智慧农场致力于打造集引领示范、创新研发、推广转化功能于一体的，

世界领先的、有商业模式的、可复制的现代都市农业示范中心，成为中国与世界农

业交流的窗口，为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提供有力支撑。功能定位：世界水平的高

科技农业展示应用、现代农业科普教育、高品质生态田园休闲，创建“自然、生态、

健康、绿色”一站式生产及服务链条，打造中国第一个世界级都市农场。中粮智慧

农场将通过打造农业创业平台、惠农利农平台、销售推广平台、交流研发平台，实

现“全产业链”、“全服务链”的覆盖，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一站式生态链条。同

时项目结合“京津冀一体化”、“新型城镇化”战略，拉动当地农业发展、引领现

代都市农业、探索中国现代农业出路，为中国现代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

方案，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现代农业产业相结合提供一个有益的探索和示范样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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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

推荐单位 房山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隗蕾 联系电话 61368210

讲解情况 收费讲解，100 元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乘车路线

从天桥乘坐 917 路到长沟云居寺路口下车后换乘中巴 12 路至

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从天桥乘坐 836 路到房山购物中

心下车后换乘中巴 12 路至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

接待或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

9:00—16:00
参观用时 1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团队参观需提前一天进行预约。

参观点简介：

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是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展示区，是世界地质

公园科研交流的平台,是目前国内建筑面积最大，展陈内容最丰富，科技含量最高，

综合功能性最强的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

博物馆占地面积 91.65 亩，建筑面积 10000 平方米，总投资 1.8 亿元。目前，

博物馆馆内拥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地质藏品 3000 余件。各类岩矿标本丰富、古生物

化石门类齐全，其中包括岩石标本、矿物标本、古生物标本以及观赏石、宝玉石等

标本。地质公园博物馆具有科普教育、休闲旅游、地质研究、宣传展示、信息交流

五大功能。馆内设有开篇厅、地史演化厅、八大园区厅、国内外世界地质公园展厅、

实物标本厅、展望厅六大展厅，馆外设有科普广场，有大型标本和地学名人雕塑。

自 2011 年 4月 3日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先后荣获“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国土资源部科普教育基地、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

市青少年校外活动基地等荣誉称号。



·18·

小堡画家村（宋庄艺术区）

推荐单位 通州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王婉婷 联系电话
69598282

13911319833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60 元 / 人

详细地址 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

乘车路线 大北窑乘 808 或 809 到小堡广场

接待或开放时间
周二到周日

9:30—17:00
参观用时 3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1. 请提前预约；

2. 各场馆间距离较远，最好有随行车辆。

参观点简介：

通州区北部，有一块温榆河与潮白河环绕的秀美土地，这就是宋庄。它西距朝

阳区 CBD13 公里，北距首都国际机场两公里，交通便利，是文化创意产业和临空经

济发展的重要区域。丰富的文化底蕴，淳朴的民风，造就了中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

的艺术大本营——宋庄小堡画家村。这里以百花齐放的多种艺术形式、多彩的人文

景观、和谐发展的人居环境，成为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和世界

文化风情畅游区。

参观赠送资料：宋庄艺术区旅游地图及旅游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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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蝶园

推荐单位 顺义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冉阳阳 联系电话
89422400

13716671547

讲解情况 收费讲解，150 元 收费标准 50 元 / 人

详细地址 顺义区白马路火寺路交叉口北 100 米

乘车路线 京密路到枯柳树环岛向北至白马路，向西 6公里路北即是

接待或开放时间 9:00—16:30 参观用时 1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20 人以上团队讲解免费。

参观点简介：

七彩蝶园是一个美妙的蝴蝶世界，分为蝴蝶观赏区、蝴蝶科普世界、蝴蝶文化区、

蝴蝶放飞广场、DIY 体验区等多个区域。在蝴蝶谷和生态网园，游客可与蝴蝶近距

离接触，即使在白雪皑皑的冬季，也能够感受蝴蝶纷飞的美好；万余平方米的放飞

广场上，绿草如茵，清风徐徐，为自己为亲朋许下心愿，放飞蝴蝶放飞梦想；蝴蝶

科普世界呈现了很多蝴蝶科普知识，如蝴蝶的蜕变过程和生活习性；在蝴蝶文化展

区，游客可以了解蝴蝶文化的源远流长，认识蝴蝶带给人们的生命启发，也可亲眼

见到蝴蝶风筝、蝴蝶火花、蝴蝶邮票、蝶翅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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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石桥湿地

推荐单位 顺义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李伟 联系电话 61411200

讲解情况 收费讲解，300 元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顺义区杨镇地区木燕路灵石 59 号

乘车路线
三元桥—京密路—枯柳树环岛向东—顺平路—木燕路口向南 3

公里

接待或开放时间 8:30—16:30 参观用时 1.5 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参观门票免费，如要组织活动需另付场地费。

    

参观点简介：

    
汉石桥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京东平原地带，总面积 1900 公顷，其中核心区面

积约 3000 亩，是北京市平原地区唯一的大型芦苇沼泽湿地。保护区内记录到鸟类

153 种，包括国家Ⅰ级保护动物 2种，国家Ⅱ级保护动物 17 种，野生植物 292 种，

是许多珍稀濒危鸟类迁徙的栖息地和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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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鲜花港

推荐单位 顺义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周晨阳 联系电话 13311021291

讲解情况 收费讲解，100 元 收费标准 45 元 / 人

详细地址 顺义区杨镇红寺村北 1000 米

乘车路线
沿京承高速行驶至白马路收费站出口，向东沿白马路行驶 26

公里，于杨镇 6 公里标牌处左转向北 1000 米到达

接待或开放时间 9:00—17:00 参观用时 1.5 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1. 游园路线 3公里；

2. 20 人以下团队，50 元 / 人。

参观点简介：

北京国际鲜花港是北京市规划的唯一的专业花卉产业园区。2010 年，鲜花港先

后被确立为“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先行试点园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和国家级

3A 景区。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花卉主题公园，鲜花港每年都会如期举办两次大型

市级花事盛会，包括春季的北京郁金香文化节和秋季的北京菊花文化节。鲜明的主

题活动、多变的景观造型和深厚的文化内涵，都使人仿佛穿梭在古今中外的时空长

河，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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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

推荐单位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老干部处

参观点联系人 吕志强 联系电话 69280922

讲解情况 收费讲解，300 元 / 展厅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大兴区南海子麋鹿苑

乘车路线 快速专线 47 路、526 路至忠兴庄站，东北方向步行 800 米

接待或开放时间
每周二至周日

9:00—16:00
参观用时 90 分钟

其他有关要求 电瓶车 20 元 / 辆。

参观点简介：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又名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北京南海子麋鹿

苑博物馆。麋鹿中心成立三十年来，始终坚持以国家一级珍稀保护动物——麋鹿的

研究与保护，以生物多样性研究与应用，以绿色环境科普教育等三大内容为主线，

进行相关科学研究和科普宣传。近年来，中心的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科普影响力不

断扩大，先后承担国家部委及北京市科研项目十余项，并与中科院动物所、北京大

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单位合作进行了麋鹿的生物学

基础研究；还与美国高山所、中科院植物所、中国环科院生态所合作，开展了《北

京城市生物多样性评估及保护对策研究》。中心的“麋鹿重引进”荣获北京市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北京 - 石首麋鹿重引进项目组”荣获中国野生资源保护奖。麋鹿

中心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基地、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

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成为首都十家“北京市环境教育基地”单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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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 DIY 文化体验中心

推荐单位 市国资委离退休干部处

参观点联系人 范丽娜 联系电话
60241812

18610669066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35 元 / 人

详细地址 大兴区北兴路东段 6号

乘车路线 地铁 4号线高米店北下车，换乘兴 34 路百年义利站下车

接待或开放时间 8:00—17:00 参观用时 2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50 人及以上的团队，门票 30 元 / 人。

参观点简介：

义利、北冰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为弘扬“义利”“北冰洋”

两大著名品牌，发展义利面包、饮料、糖果核心产业，并依托品牌和企业文化，扩

大发展工业旅游、面包巧克力 DIY 制作等项目并与卡通骑士合作发展文化公司，将

一个有经典文化传统的老字号企业和传统产品相加，真诚地为大众服务，以文化体

验、动漫作品的方式传递给人们，展示企业形象，与消费者进行心灵的沟通，促进

情感的共鸣，吸引和影响新生一代，培育未来，扩大企业影响力，将民族品牌和产

品发扬光大。手工体验项目另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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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呀路古热带植物园

推荐单位 大兴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范思 联系电话 13070139548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60 元 / 人；60 岁以上老人，

40 元 / 人

详细地址 大兴区长子营镇朱庄北口北行 200 米

乘车路线 南六环南大红门出，驶入 104 国道出京方向直行至朱庄北口

接待或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五

8:30—17:00
参观用时 3—5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植物园内恐龙馆单收费，50 元 / 人。

参观点简介：

北京呀路古热带植物园位于大兴区长子营镇，其前身长力金源热带植物园，是

北京最大的热带植物园，景区占地面积600亩，集热带植物观光、热带水果采摘体验、

科普教育、餐饮会议、休闲娱乐于一体，属于国家 3A 级综合性游览景区。

景区收集了热带果树、热带饮料植物、热带观赏植物、热带药用植物、棕榈植物、

热带濒危植物、热带珍奇植物和蔬菜作物等热带亚热带物种达 400 种，主要景点有

热带植物观光厅、吐司堡民俗展览馆、恐龙馆、孔雀馆和吐司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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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菜大观园

推荐单位 市委农工委老干部处

参观点联系人 徐娜 联系电话 61784742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30 元 / 人

详细地址 昌平区小汤山镇大柳树村南 500 米

乘车路线 天通苑北站乘 643 到小汤山马坊北站

接待或开放时间 9:00—16:00 参观用时 1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参观点简介：

北京市小汤山地区地热开发公司，又叫特菜大观园，位于京北昌平小汤山镇的

安四路两侧，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农业生产、试验、展示基地，始建于 1984

年 , 占地面积 320 亩 , 分为生产展示部、开发部、科技部、培训中心以及办公室、

财务、后勤等部门。

在生产规模上：公司充分利用 220 亩的蔬菜生产设施，每年生产各种蔬菜 160

余种，且能达到绿色食品 A 级标准 , 部分产品达到有机标准。在品牌上：2001 年

公司注册了“小汤山”商标品牌，2002 年度以来“小汤山”商标被评为著名商标。

在提高蔬菜产量、品质上：以科技为先导，先后申报并执行了国家科委、北京市的

20 多个科技项目 ,亩产黄瓜、番茄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此外，为增加旅游观光农业的新亮点，特菜大观园开发种植了番木瓜、火龙果、

果桑、番荔枝、番石榴、菠萝等南方热带水果蔬菜兼用品种，目前品种增加到20多个。

使人们不仅在秋冬季节可以吃到新鲜的南方热带水果，更重要的为北京郊区的旅游

观光农业园区提供了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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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稻香村（加工厂）

推荐单位 东城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王洪伟 联系电话 81768750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昌平区北七家镇工业科技园

乘车路线
京承高速北七家出口出，北七家镇政府后面。地铁五号线到

天通苑北站，乘坐公交汽车 617/487 到天泉街站。

接待或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

8:00—16:30
参观用时 2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1. 每次参观人员限 30 人以内，提前两周预约；

2. 参观需服从工厂时间，在不影响生产情况下予以安排。

参观点简介：

北京稻香村始建于 1895 年（清光绪 21 年），位于前门外观音寺，南店北开，

前店后厂，其产品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欢迎。1926 年因故歇业，但稻香村开

创的北京南味食品派系代代相传，绵延不断。1984 年，这个派系的第五代传人刘

振英先生恢复了这个享有盛名的老字号食品企业。如今，改制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的“北京稻香村”，注册在北京市东城区，作为知名老字号以稳健、迅猛的增长态势，

领跑着中国传统食品业的健康发展。

北京稻香村从 1984 年年初复业，已经走过近 30 个年头，稻香村已经发展到了

35个直营店和百余家加盟店的规模，企业的管理方式逐渐从传统经验管理向制度化、

现代化管理迈进，位于北七家高科技工业园的新加工厂已经投入使用，以原来低科

技含量、劳动密集型、半手工操作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生产模式得到转变，食品生产

的机械化、自动化、工业化程度得到极大地提升。

经过服务奥运历练的北京稻香村，继续以“诚信为魂、质量为纲”的经营理念

打造核心竞争力，逐步拓展全国市场，并致力于将蕴涵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食品推

向世界，展示中华魅力。可参观加工厂，现场观看自动化的糕点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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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未来科技城

推荐单位 昌平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王泽扬 联系电话
89758888-6555

15801333786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昌平区北七家镇，京承高速北七家出口路北

乘车路线
沿京承高速公路出京方向行驶，北七家 7B 出口出高速，出收

费站直行 50 米右转

接待或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参观用时 1.5 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需提前预约。

参观点简介：

北京未来科技城是中央为实施“千人计划”、建设创新型国家而确定的一个重

大科技工程项目，首批入驻兵器装备、中国海油、国家电网、华能集团、中国国电、

神华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电子、鞍钢集团、武钢集团、中国铝业、中粮集团、国

家电投、中国商飞、中国建材共15家中央企业的研发机构，研发领域涉及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国家重点

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准、引领我国应用技术发展方

向、代表我国相关产业应用研究技术最高水平的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着力打造一流

科研人才的聚集高地、引领科技创新的研发平台、全新运行机制的人才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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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美丽乡村挂甲峪

推荐单位 平谷区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挂甲峪山庄 联系电话 61946838

讲解情况 收费讲解，200 元 收费标准 15 元 / 人

详细地址 平谷区大华山镇挂甲峪村

乘车路线
在东直门枢纽站乘坐 852 路公交车，在平谷世纪广场站下车，

步行至畅观楼站，乘坐平 35 路公交车，在挂甲峪站下车。

接待或开放时间
9:00—11:30

13:00—17:00
参观用时 1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参观村史展需另收费，15/ 人。

参观点简介：

挂甲峪村是平谷区大华山镇的一个深山区村，村域面积 5.5 平方公里，146 户，

460 口人，清咸丰年间成村。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挂甲峪村充分利用山区资源，

紧抓市、区制定的一系列富民、惠民政策和措施，从本村的实际出发，通过实施新

农村建设工程和“十上山”工程（致富道路通上山、水利设施修上山、优质大桃栽

上山、再生能源用上山、科技文化跟上山、电信网络布上山、文体项目建上山、有

机果品改上山、旅游游客住上山、生态别墅建上山），彻底改变了山村面貌，新村

建设焕然一新，村民全部搬进了新民居，基础设施齐备，山水林路宜山宜景，游客

纷至沓来。2012 年，挂甲峪村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全国最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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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区规划展览馆

推荐单位 平谷区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邓博 联系电话 89994049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平谷区岳各庄大桥西侧“平谷博物馆”

乘车路线
从东直门枢纽站乘坐825路公交车，在鲁各庄下车，步行（900

米）至平谷博物馆

接待或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1:00

14:00—17:00

参观用时 1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因尚未正式对外开放，参观需预约。

参观点简介：

2015 年，组织完成平谷规划展览馆布展工作，建筑面积约 1000 平方米，布展

面积约1200平方米，共分序厅、平谷概况、总体规划、绿谷新城宣传影片、城乡统筹、

专项规划、重点项目、尾厅等 8 个展区。通过展板、沙盘、投影、触摸一体机以及

L 屏激光笔互动、人体感应系统、微信互动、3D 环视导览、中枢全馆控制系统等多

种最新功能设计展示，全力打造“智慧型规划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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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二锅头酒博物馆

推荐单位 市国资委离退休干部处

参观点联系人 阮籍 联系电话 13661152889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30 元 / 人

详细地址 怀柔区红星路 1号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院内

乘车路线
公交：东直门公交枢纽站乘 980 慢或 987 到“王化村”下。自
驾：京承高速“开放路环岛”（2号出口）进入 G101/ 京密路
向密云方向行驶，沿途有景区路标，左转后行驶 300 米。

接待或开放时间
8:00—11:00

13:00—16:00
参观用时 40 分钟到 1个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1. 持有效的单位介绍信，可免费参观；

2. 提前一天预约；

3. 请携带二代身份证，可换取礼品。

    

参观点简介：

北京二锅头酒博物馆坐落于北京市怀柔区红星酒厂内，毗邻 APEC 会议地点雁

栖湖，占地 3400 平方米，文化底蕴深厚，是一座大型的酒类博物馆，是北京首家

以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为主题的博物馆，是

集观赏、体验、传承于一体的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曾先后荣获“APEC2014 北京

峰会突出贡献集体奖”、“2015 中国品牌文化特色场馆”、“北京高校青年教师

社会实践基地”等荣誉称号。

博物馆采用明清建筑风格，分为上下两层。内有中国白酒发展史、二锅头酒发

展史、二锅头酒的传承及酿制技艺、珍藏酒窖五大展区。

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是中国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酒文化和北

京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北京二锅头酒源自烧酒，肇始于元代，成型于清康熙年间。

公元 1680 年，北京二锅头酒配制技艺的第一代传人赵氏三兄弟在前门创立“源升

号”，发明了二锅头酿酒技艺，“源升号”成为我国二锅头酒的发源地。

博物馆为支持离退休干部体验活动，参观团队提前预约并且持相关单位介绍信，

可以免费进行参观。首次参观人员，凭本人二代身份证可以领取红星精美礼品酒一

瓶（市场价值 100 元 /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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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镇北沟村

推荐单位 怀柔区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王全 联系电话 61626219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

乘车路线 怀柔于家园汽车站至北沟村（田仙峪）

接待或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

8:30—16:30
参观用时 1.5 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参观点简介：

    

渤海镇北沟村位于怀柔区西北部的，村域面积 3.22 平方公里。全村 138 户，

365 口人。2010 年，北沟村以其秀美的景色和干净整洁的环境，成为获得“北京最

美的乡村”荣誉称号的村庄之一。

北沟村地处半山区，板栗种植是村里的支柱产业，每年6、7月份板栗开花时节，

满山遍野栗花飘香。北沟村子不大，环境却非常干净。村里设立书法文化墙，修建

起传统文化道德广场，将“二十四孝”、“三字经”、“弟子规”等以壁画的方式

展现出来，用文化元素充实了北沟的环境之美。

优美的环境不仅使村民的生活更加舒适，更引来了“洋凤凰”。一对美籍夫妇

看中了这里的环境，将村里一处废弃的破败不堪的瓦厂租下来，改造成了洋溢着艺

术气息的乡间小酒店——瓦厂。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户外国友人在此居住、经商。

他们为村子增加了 13 个极具特色的别致小院，所建造的房子既绿色环保，又独具

匠心，与北沟满目的绿色、巍峨的长城相得益彰，更为村子增添了一抹异域风情。

到北沟村可以到党建展览室听讲解，观看北沟村宣传片，参观老年活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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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碧水源膜科技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 怀柔区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马康晟 联系电话 60689218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乐园南二街 4号

乘车路线 东直门乘坐 866 公交车至怀柔雁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下车

接待或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1:00 14:00—16:00
参观用时 30 分钟—1 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1.每次参观人员限 50 人以内；

2.园区内禁止吸烟及大声喧哗。

参观点简介：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归国学者于 2001 年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创办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注册资本 10.7036 亿，净资产超过 50 亿，在全国

拥有近 60 家下属公司。2010 年 4 月 21 日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是国家首批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第三批创新型企业和首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型企

业，以自主研发、国际先进的膜技术解决“水脏、水少、饮水安全”的水环境问题，

提供以膜法水处理为核心的整体技术和工程解决方案，业务领域涵盖水务全产业链。

公司拥有一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素质人才，公司员工 1100 余名，其中研发

人员 215 名，包括博士学位 13 人，硕士学位 62 人，有较强的科研开发和技术产业

化能力。研发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增强型微 /超滤膜（PVDF、PVC、PES等）、

低压反渗透膜以及高效低耗能膜生物反应器（MBR）技术，已形成年产 800 万平方

米的微滤膜（用于污水处理）和 400 万平方米的超滤膜（用于自来水深度处理）以

及相应膜组器规模化生产线，年产400万平方米反渗透膜（用于海水、苦咸水淡化等）

及选择性纳滤膜（DF）生产线，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和亚洲最大的膜研发和技术创新

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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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渡河镇新农村建设

推荐单位 怀柔区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李久云 联系电话 61691326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怀柔区九渡河镇辖区内

乘车路线 东宫村—庙上村—西水峪村—水长城景区

接待或开放时间 全年 参观用时 5个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1. 提前预约；

2. 水长城景区单收费。

参观点简介：

1. 东宫村（参观九渡河镇红灯笼生产车间流水线）。九渡河镇红灯笼产业始于

2006 年的红庙村，2008 年成为“北京灯笼第一村”。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

出的一则《北京红庙村：红灯笼“扎”出红火日子》。

2. 庙上村（参观怀柔第一党支部纪念馆）。纪念馆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包

括展厅、党支部创建人高万章塑像和广场三部分。展馆收集典型照片近 160 张，并

备有文字注释。

3. 西水峪村（参观乡村民俗游）。西水峪村依托水长城风景区优势于 2001 年

发展民俗旅游产业，经过几年的发展，形成了主导产业。全村总收入 85% 来源于民

俗旅游业，先后被评为市级三产专业村、乡村民俗旅游村，2009年成为怀柔首富村。

4. 黄花城水长城（收费景区）。该景区长城保存完好，气势雄伟，其中有水上

长城一段，为西水峪景区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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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美今晟影视城

推荐单位 怀柔区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高桂平 联系电话 13521759424

讲解情况 收费讲解，100 元 收费标准 40 元 / 人

详细地址 怀柔区杨宋镇凤翔二园 1号

乘车路线 京承高速第 15 出口直行看到红绿灯就左转 200 米

接待或开放时间 8:30—17:00 参观用时 自定

其他有关要求 请提前预约。

参观点简介：

星美今晟影视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是北方最大的影视节目拍摄外景地，

占地面积近 500 余亩，为各影视剧组提供置景、道具、车辆、灯光、服装、化妆、

影视设备技术保障在内的顶级专业服务，并提供影视文化服务，隶属星美文化集团。

星美今晟影视城始建于 1995 年，影视景区内有大规模的仿明清古建筑群体，

建筑均已原木古法建造，惟妙惟肖。主要景点有古北口大街、京城大街、天桥街、

御花园、王府、春风楼、碧云寺、土坯城、大染坊、县衙院等；另外还有江南园林、

欧式主题街景等不同风格的建筑景观。星美今晟影视城既是当今国内最具权威的影

视制作基地，又可以饱览明清街道、江南秀色，体验影视文化内含。

星美今晟影视城现已经发展成为集影视制作、数字发行、时尚活动、云视频库

为一体的数字传媒产业园，未来将打造大型数字娱乐产业基地，发展为多功能影视

文化产业园和面向影院、网络、移动、电视多屏终端的云视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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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年栗园会员农场

推荐单位 市国资委离退休干部处

参观点联系人 贺海军 联系电话 15811510340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138/ 人（含午餐）

详细地址 密云县穆家峪镇后栗园村东

乘车路线
东直门乘980公交车到密云公交总站，坐12路到后栗园村口。

自驾车：京承高速17出口下高速，遇红绿灯右转，行500米即到。

接待或开放时间 现在至 10 月底 参观用时 4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只接待团体参观。

    

参观点简介：

   

北京百年栗园会员农场依托园区内自然景观，结合北京油鸡散养模式，展现农

耕文化、农夫生活体验。农场有“儿童戏水、萌宠喂养、时令采摘”等各种项目。

农场坚持“以禽为核、以农为本、以游为翼”的农耕旅游相互促进格局，以“一

产”有机产品供给消费者，以“三产”特色服务于会员，是集生产、观光、休闲、

科普为一体的休闲体验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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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北口民俗村

推荐单位 密云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宋立印 联系电话 15910453085

讲解情况 收费讲解，100 元 收费标准 45 元 / 人

详细地址 密云区古北口镇古北口村

乘车路线 京承高速太师屯（23）出口，沿 101 国道至古北口隧道口

接待或开放时间 8:00—17:00 参观用时 2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45 元 / 人为通票价格（内含古镇参观 20 元 / 人，长城参观 25

元 / 人，可分开单独购买）。
    

参观点简介：

   

长城脚下，潮河之滨，一条石板古径依山而行，曲折延绵，串起了清朴农庄、

文物遗迹，就像串起了一条岁月的珠链。

该村位于密云区古北口镇，镇城之内长城由蟠龙山长城、卧虎山长城组成，并

有八大景美称，这里有尝不够的小吃美食，听不完的传奇故事，享不尽的民俗风情，

品不尽的古韵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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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水生野生动植物救护中心

推荐单位 市委农工委老干部处

参观点联系人 邹强军 联系电话 81191462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免费

详细地址 延庆区东杏园村南

乘车路线

德胜门箭楼北广场乘坐 919 快车，到东杏园和东桑园之间蓝天

招呼站（东杏园部队路口）下车即到。或者从北京北站坐 S2

号线，到延庆站下车，南行 1500 米。

接待或开放时间
5月至 10 月底

每周二至周五
参观用时 30 分钟—2 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提前一周预约，具体开放时间关注 www.bjshuiye.cn 公告。

参观点简介：

北京市水生野生动植物救护中心是农业部和北京市共同出资建设的，履行政府

公益服务职能，集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救治、驯养、繁殖及科普宣传教育为一体的

公益性事业单位，隶属北京市农业局。建有 2800 平米的水生动物博物馆，4000 平

米救治车间、20000 平米驯养池。救治驯养国家保护动物 20 余种，25000 余尾；对

外展示国家级保护及濒危、珍稀水生野生动物标本 400 余种 3000 余件，是国家重

点保护水生野生动植物扩繁基地。先后被授予：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海洋珍稀

濒危野生动物救助网络成员；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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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鸭湖公园

推荐单位 延庆区委老干部局

参观点联系人 熊经理 联系电话
61168834

13720022042

讲解情况 免费讲解 收费标准 50 元 / 人

详细地址 延庆区康庄镇刘浩营村北

乘车路线
919 路公交车德胜门站至延庆东关站下车，步行 170 米到路对
面延庆东关站乘坐 921 路公交车野鸭湖站下车步行 680 米

接待或开放时间 3月 15 日—11 月 15 日 参观用时 3小时

其他有关要求
1.提前预约；
2.65 岁以上老年人凭身份证或老年证免费。

参观点简介：

北京野鸭湖是官厅水库延庆辖区及环湖海拔 479m 以下淹没区及滩涂组成的人

工湿地，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动植物资源丰富、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较高的

湿地生态系统，成为北京地区甚至华北地区重要的鸟类栖息地之一。2000 年 12 月

北京市政府批准为市级保护区。保护区的总面积为 6873 公顷，其中湿地面积达

3939 公顷，是北京唯一的湿地鸟类自然保护区。 

1.观植。早春百花争艳，万柳吐绿，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夏季荷花亭亭玉立，

芦苇翠绿欲滴，与碧波共绿；金秋时节，金黄色的野菊花、淡紫色的硷菀、白色的

苇穗和棕色的香蒲果穗在晚霞中摇曳，仿佛湖上仙境；隆冬时节，芦花飘荡，荻花

瑟瑟，宛如白雪，别具一番情趣。2.观鸟。每逢冬春季节，天鹅悠闲的在水中游荡、

鹤类昂首高亢的鸣叫、大鸨在安详的取食、鹰隼翱翔天空、雁鸭列队飞过，构成一

幅和谐美丽的画卷。到了夏秋季节，苍鹭和鹤类集群在水边觅食、野鸭在芦苇荡中

穿行、鸥类在空中飞舞，形成了另一种景色。 3. 观景。春季冰雪消溶，万物复苏，

植物相继开花，动物开始活跃；夏季满眼翠绿，香蒲、芦苇长高吐穗，鸟儿唱起情歌；

秋季候鸟携儿带女来到了野鸭湖；冬季冰雪覆盖，大群的灰鹤、百灵等飞来越冬，

增添了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