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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陶涛 实习记者 陈潇）8月
24日下午，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工程建设推
进动员大会，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
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全年任务部署和副中心建
设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精神，进一步动员副中
心各参建部门和单位统一思想、通力协作，加
快工程建设推进步伐。副市长、城市副中心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隋振江强调，要坚定
信心、全力以赴，以决战决胜的状态，大干120
天，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奋力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继续保持副中心生机勃发良好
态势，向党中央、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出
一份不负厚望的合格答卷。城市副中心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赵磊主持。城市副
中心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副中心工
程办主任王承军出席。

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副中心重大工程
建设取得的工作成绩，并就加快推进副中心
重点工程建设，确保完成今年投资任务进行
部署。北投集团、北京城建集团、万科集团、
宋庄镇、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代表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社会投资企业、乡镇街道、重
点区域作表态发言。

今年年初，市委市政府确定了副中心包
括通州区所属重点投资项目共388项，其中在
施的续建项目 223 项，新建 165 项，新建项目
中目前还有 76项重点工程要陆续开工。1-7
月，副中心努力克服疫情影响，不断创新体制机
制，扎实推进工程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建安投
资双双保持正增长并在全市处于领先水平。9
月至年底，副中心将力促通州区张家湾公园建
设工程（三期）、玉桥小学改扩建工程、路县故城
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等一批新项目开工。

隋振江在讲话中说，规划建设北京城市
副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始终对副中心格外关注、寄予厚望，这是
对首都发展、对北京工作、对副中心建设的极
大关怀和巨大推动，为我们做好副中心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精神动力。市委市政
府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副中心高质
量发展始终高度重视、紧抓不放，摆在全市各
项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副中心努力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尤其是在重点工程建设和投资
目标任务上取得重大进展，对于全市工作大
局将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和积极的示范作
用。我们必须勇于担当、经受考验，把奋力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磨刀石，进一
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上来，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
经受住考验，绝不辜负党中央和市委市政府
对副中心的殷切期望。

隋振江指出，今年以来，副中心上下坚
持“两手抓”、“两手硬”，有效克服疫情，有力
推进建设，有序复工复产，经济社会继续保持
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市委市政府充分肯
定副中心各项工作成绩，我们必须增强信心、
乘势而上，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拿出不服
输的劲头，扛起责任，全面加快前期工作进度
和施工建设进度，形成高效率闭环，抢出时

间、跑出速度，把各项体制机制创新成果的能
量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充分释放出来。

隋振江强调，要倍加努力、全力以赴，既
要各司其职、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又要高效协
同配合，主动向前一步，联动解决跨部门、跨
领域事项，尽力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
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以决战决胜状态大
干 120天，全力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奋力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一是千方百计保重大项目
建设进度、保固定资产投资和建安投资。
二是创新和加强管理，切实保障工程质量
和安全，保障施工畅通，打造经得起历史检
验的副中心质量。三是进一步增强改革创
新意识，加大副中心政策和机制创新先行
先试力度，增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市区
企工作合力。四是强化舆论宣传，维护干
事创业的良好社会环境，进一步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市有关部门、区政
府、市有关企业领导，工程项目设计、建设和
施工单位代表参加会议。

隋振江在副中心工程建设推进动员大会上强调

以决战决胜状态大干120天
奋 力 完 成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变了，真变了，一点儿看不出
来了！”初次走进城市绿心森林公
园，张家湾镇上马头村党支部书记
刘成，一个劲儿地喃喃自语。

他站着“发呆”的地方，正是三
年前拆迁的上马头村老村所在地。

曾经的私搭乱建、曾经散发异
味儿的排水沟、曾经让这个村支
书头疼不已的各种侵街占道，全
都不见了。环绕在身边的是绿
林、花海，还有富有水乡韵味的小
桥流水。

终于，一排老杨树引起了他的
注意，“这几棵大杨树我认识，我家
就在那儿附近。”顺着他手指的方
向，曾经的平房院早已不见踪影，地
面上蜿蜒着一条建设中的河道，这
是绿心建设过程中特地恢复的 2.5
公里运河故道。这条故道是明朝嘉
靖年间运河流经之所，后来因为洪
水泛滥、泥沙淤积，河道深埋于地
下，现在又重见天日。

而上马头村最早是张家湾镇漕
运码头上码头所在地。离上码头不
远，有一个皇木厂村，过去是给皇家
存放木料的地方。“木料从我们上码
头运上岸，再送到皇木厂。”这样的
历史记忆仍在村里代代相传。

时光荏苒，张家湾早已告别了
漕运功能，依上码头而建的上马头
村，变成了一个普通村庄。上世纪
90 年代，村子曾因种葡萄名噪一
时，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被
项目征占，葡萄也不再种植。

巨变发生在 3年前。北京城市
副中心落地通州后，首先展开的“大
手笔”就是生态环境建设。上马头
和周边的张辛庄村、小神庙村都坐
落在副中心“生态核”——城市绿心
的规划范围。为此 2017 年底几个
村庄进行了集体搬迁。

“大家知道是要建绿心，都挺支
持。从动员到签约，速度特别快。”
刘成说。2017年 12月 30日全村完
成 100%签约那天，街坊邻里在各自找地儿周转之前，都
依依不舍，互相道别，相约等回迁安置房盖好了再一起
搬回来。

安置房距离老村并不远，就在绿心的西北方向，站
在公园里一抬眼就能看见。“那片正盖着的楼就是！主
体结构已经封顶了，明年年底就能拎包入住。”刘成喜滋
滋地说。

不仅是他，全村1000多户居民没有不盼着早日回迁
的，“经常有村民在微信群里发图，‘汇报’施工进度。我们
村两委这儿也跟施工方进行了接洽，打算成立一个质量监
督小组，让村民代表监督房屋装修全过程，让大伙儿住得
满意，住得放心！”

回迁房还没住上，但是全体村民已完成了身份的转
变，即从农民转为居民。“这一转居，大家心里就踏实
了。到岁数能拿退休金，看病能享受医保，和城里人的
待遇是一样一样的了。”

变化还不止于此。过去上马头村没有什么产业，周
围除了东方化工厂，没有成规模的大企业。曾经有过几
个村办企业，但好日子都没长久。在拆迁前，村里大部
分劳动力都在外面打工。很多村民想着，等上了楼，再
在家门口找一份“守家待地”的工作，那就太美了。

作为村支书，刘成信心挺足。“绿心公园 9月底就要
开园，这么大个公园，总需要人维护吧，工作机会肯定是
有的。”眼下，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已进入开园倒计时，他
这阵子到处打听，什么时候公园招保洁、招电瓶车司机、
招管理人员等，只要有招聘消息就赶紧发到全体村民的
微信群里。

并且，绿心不仅仅是个大公园。“三大建筑听说过
吗？图书馆、博物馆、剧院都在绿心里头盖，哪个单位都
要人不是？我们村将来找工作应该不会愁到哪儿去。”

眼下，刘成最憧憬的还是回迁安置房落成、交钥
匙的那一天。“建城市副中心这么大的事儿让我们给
赶上了，上马头村这回真是新生了。等明后年住进
新村，我们村人出门就是大公园，走几步就是一流的
图书馆、博物馆和剧院。这日子，多少城里人都得羡
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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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今天是全国残疾预
防日，重视残疾人、关爱残疾人从身边做起。
记者从区残联获悉，副中心正以155平方公里
及所涉及的各镇全域为重点区域，以行政办公
区、环球度假区、大运河森林公园、运河商务区
为突出重点区域，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国际一
流无障碍精品示范工程。

据介绍，结合副中心实际，副中心规划范
围 155 平方公里及所涉及的乡镇全域为无障

碍环境建设重点区域，其中行政办公区、环球
度假区、大运河森林公园、运河商务区为突出
重点区域。副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将结合城
市双修、老旧小区改造、家园中心建设等工作，
着重在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公共服务场所、信
息交流等重点领域补齐设施短板，健全长效机
制，整体提升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水平。在城
市双修、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要同步完成无
障碍环境建设工作；(下转2版)

副中心打造国际一流
无障碍精品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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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布“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今年年底前新开工76项工程，竣工105项工程

冲刺冲刺120120天天！！““金秋大会战金秋大会战””全面打响全面打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海燕王海燕

一转眼，2020 年的时间刻度还剩下 4
个多月。面对这段“黄金建设期”，城市副
中心8月24日召开了重点工程建设推进动
员大会，发起了向年度目标冲刺的 120 天
大会战。全市各相关部门、各建设单位，将
开足马力，以时不我待的奋斗精神，交出副
中心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105个重大项目拟年底竣工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来势汹汹
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城市副中心重大工程建设
进度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全市各部门齐
心协力保障复工复产，各项目在恢复进场后埋
头猛追进度，不敢耽误一天时间。

“和疫情赛跑，副中心建设出了加速度。”
副中心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副中心工
程办主任王承军介绍，今年1至7月，副中心努力
克服疫情影响，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扎实推进工
程建设，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9.2亿元，同比增
长 5.6%，完成建安投资 270.8 亿元，同比增长
0.3%，双双保持正增长并在全市处于领先位置。

上半年的成绩来之不易，下半年的任务更
加艰巨。今年年初确定了城市副中心包括通
州区所属重点投资项目共388项，其中在施的
续建项目223项，新建165项。目前，新建项目
89项已开工，还有76项将在年底前陆续开工；
全年拟竣工的 129个项目，有 105个项目仍在
加紧施工。

时不我待。24 日的建设推进动员大会，
汇集了全市所有涉及副中心重点工程建设的
政府部门，还有主要建设单位、重点工程施工
单位的负责人。全市将用接下来4个月时间，
发起一场建设大会战。

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底前，副中心拟开工
的76项重点项目包括通州区张家湾公园建设
工程（三期）、玉桥小学改扩建工程、北京环球影
城主题公园配套建设（一期）项目10千伏外电
源、北京二中通州校区改扩建工程、路县故城遗
址保护展示工程、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
院通州院区、北京第一实验学校工程等。

拟在年底前竣工的 105个项目，有城市绿
心森林公园、广渠路东延、宋庄蓄滞洪区二期、
温榆河综合治理工程等。北京城市副中心宏
伟的建设框架将进一步拉开。

建设大会战要取得显著成效，离不
开工作机制的创新。

为加快推进重点项目手续办理，推
动工程开工落地和建设进度，结合副中
心建设实际，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近期陆
续出台了《关于加快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
工程开工建设优化招标前置条件的若干
措施》、《关于促进城市副中心建设项目前
期手续办理的若干措施》、《关于优化营商
环境加快北京城市副中心重大工程投资
落地的若干措施》和《关于加强副中心重
点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做好施工保障的通
知》等四方面副中心工作措施。

这四方面措施围绕立项手续、项目

招标、规划前期、施工保障内容，结合工
程建设行政审批改革，以及本市推进重
点工程建设多年的经验作法，进行了程
序优化，提出了先行先试的具体办法。

“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在审批过程中
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制定的。相关政
府部门各自向前一步，通过优化审批步
骤和环节，让项目开工落地审批程序做
到无缝衔接。”副中心党工委一名负责人
表示。例如副中心建设项目前期手续办
理方面，通过提高“多规合一”协同平台
运行效率，将发改、人防、园林、住建及交
通等各部门会商时限由 15 个工作日压
缩至7个工作日，大大缩短了办理时间。

在项目施工方面，副中心在全市率
先试点重点工程“达标免检”制度。即施
工项目自查“达标”后，由施工单位做出
环境保护承诺，然后提出申请，由行业主
管、生态环境、城市管理、属地政府等四
部门对工地进行“联合验收”。但凡通过
验收的工地，90天内各相关执法部门不
进入现场实地检查，从而最大限度减少
对正常施工活动的影响。

截至目前，已有城市副中心行政办
公区二期启动区地块、城市副中心图书
馆、首都博物馆东馆等15个项目实现了

“达标免检”。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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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微创新加快审批进度

重点道路工程加快推进重点道路工程加快推进，，副中心交通体系不断完善副中心交通体系不断完善。。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