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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冬菊）昨天上午，通州
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隆重
开幕。

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主席李玉君
主持会议。区长赵磊作政府工作报告。区
委书记曾赞荣出席。

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胡九龙应邀列席会议。

大会执行主席赵玉影、刘东伟、刘卉、尚
祖国、薄立军、张绍武、金文岭、郑宇、陈江
华、汤一原、张宏韬、张德启、王岩石、阳波、
郑皓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赵磊的报告分三个部分：一、2020 年工
作回顾；二、2021 年工作的总体思路和主要
任务；三、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的说明。

赵磊说，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之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
是我们在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
振奋精神、迎难而上，全力推动城市副中心
高质量发展的一年。一年来，在市委、市政
府和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
的监督支持下，区政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立足“一
核两翼”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统筹推进
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2020年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果，为“十三五”
时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过去的五年，是通
州在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内涵上发生
深刻变化的五年，更是我们全面开启城市副
中心建设的重要五年。与此同时，我们也清
醒地认识到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对此，我们将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
态度，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赵磊说，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城市副中
心从夯实基础、积蓄势能全面迈向高质量建
设发展的重要一年。

赵磊说，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思路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市委对城市
副中心建设的指示要求以及市委十二届十
五次、十六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区委六届
十次、十一次全会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高水
平开放为主线，聚焦高水平实施城市副中心
控规，确保“一年一个节点，每年都有新变
化”；聚焦高起点推进“十四五”规划落实，确
保新五年开好局、起好步；聚焦高能级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确保引进和内生一批高精尖
资源要素；聚焦高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确保
多元参与、共建共享；聚焦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确保两手抓、两促进，推动城市副
中心建设实现新跨越、夺取新胜利，以优异
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赵磊说，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左右；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00亿元；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8%左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稳步增长；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左右；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排放完成市级下达的任务。

赵 磊 说 ，2021 年 要 重 点 做 好 六 方 面
工作：

一、加速规划体系落实落地，掀起城市
副中心建设新热潮。坚持规划引领，完善各
领域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加快重要
节点和重大工程建设，搭好城市框架的“四
梁八柱”；大力提升老城面貌，深入推进“城
市双修”；聚焦特色小镇建设，高质量推动城
乡统筹发展；积极深化区域合作，持续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

二、高质量做强产业体系，全力打造经
济发展新动能。聚焦功能板块，打造各具特
色的产业生态；聚焦招商引资，加快产业承
接和内生发展；狠抓投资落地，开足高质量
发展重要引擎；促进消费升级，拉动经济高
质量协调发展。

三、打好蓝绿交织底色，推动生态环境
建设再上新台阶。加快完善城市副中心绿
色生态空间；持续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深入
推进水环境建设。

四、强化城乡基层治理，实现城市治理
能力水平新提升。以“接诉即办”和两个“关
键小事”为抓手，加快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以
应用场景建设为带动，加快提升城市管理智
能化水平；以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为重心，加

快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以提升城市运
行保障能力为重点，加快打造韧性城市、安
全城市。

五、夯实民生保障基础，大力开创社会
民生建设新局面。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承
载力；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提
升社会建设水平。

六、紧抓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契机，
加快注入发展新活力。高标准推进“两区”
建设；持续优化发展环境。

赵磊在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的说明
（以下简称《纲要（草案）》）中说，《纲要（草
案）》将坚持高质量发展贯彻始终，突出“绿
色、协同、开放、数字”四大特色，对高质量打
造北京重要一翼，实现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
展意义重大。

赵磊说，《纲要（草案）》中提出了“十四
五”时期城市副中心发展总体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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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形成绿色发展新优势，成为北京
发展新高地。

赵磊说，《纲要（草案）》描绘了到2035年
远景目标：城市副中心美好蓝图基本实现，
初步建成具有综合承载力、彰显人文魅力、
富有城市活力的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现代
化城区，在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进程中有力有效发挥以副辅主，主副共兴

的主体功能。
赵磊说，《纲要（草案）》明确了“十四五”

时期的发展布局和重点任务。按照功能主
导、区块分工、轴带串联、多点支撑、城乡融合
的思路，加快形成“一城一带一轴、四区三镇
多点”的发展布局。《纲要（草案）》围绕城市建
设、产业发展、城市治理和区域协同等四大领
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任务和具体举措。

赵磊指出，“十四五”的号角已经吹响，
城市副中心的巨轮正在加速驶向更加壮丽
的前方。让我们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和区
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只争
朝夕、真抓实干，为建设新时代的千年城市
而努力奋斗！

会议审查了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审查了北京
市通州区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和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的报告；审查了北京市通州区2020年
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主席团成员，区政府副区长，区政协副
主席，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在主席
台就座。

出席区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的全体委员，
不是本届区人大代表的区级干部，区委工作
部门主要负责人，区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
人，区属企事业单位、市区双管单位和部分
驻通大中型企业的行政领导列席会议。

区六届人大七次会议隆重开幕
李玉君主持 赵磊作报告 曾赞荣赵玉影出席

在副中心的城市大脑智慧管理平
台中，气象监测数据从去年12月开始实
现了完美融入。这样一来，气象服务实
现了 3D 场景展示，遇上大暴雨等特殊
天气时，可以通过该平台直观掌握每个
具体点位的实时降雨情况。目前，在市
气象局的支持下，通州区共设立了66个
自动气象站点，外加5套“SKY”设备，还
有一个覆盖通州全境的X波段雷达，打
造了一套全方位的气象监测网络。

两年内增设52个自动气象站
通州区气象局副局长温煦介绍，在

2018年以前，通州区只有14个自动气象
站点，都是标准配置的自动气象站。所
谓标准站点，就是只包含温度、湿度、大
气压强、风向、风速和降水量六要素的
监测站点。

为了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原来的站点数量已经无法达到“监测精
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的要求，所以
从2018年开始，北京市气象局和通州区
先后投入资金，开始加密布设通州区的
气象监测网络。

2018年，通州区新建10个自动气象
站，全区平均站点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
里 3个，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提供了更
好的观测基础，但相较于北京城市副中
心对气象服务的整体需求，自动气象站
分布密度还相差甚远，远远低于中心城
区水平。

自动气象站在 2019 年继续大幅度
增加，又陆续新建了 42 个站点投入使
用，至此，通州区自动气象站数量达到
66个，“城市副中心155平方公里内的气
象站点密度提高至每平方公里13个，城
市副中心外的站点密度提高至每平方
公里 6 个，站点密度高于中心城区水
平。”温煦说。

另外，北京市气象局还在通州投资
建设了 X 波段偏振雷达、激光雷达、风
廓线雷达、云雷达、云高仪、超生波自动
雪深观测仪、大气成份监测站、辐射站
等各一部，两个天气现象视频智能观测
仪，两个土壤水分观测站，三个九要素
农业气象站，四个 GPS 水汽站，五个小
型智慧自动站（即“SKY”设备）。

“天脸”设备可观天看地
标准自动气象站是主要的监测设

备，但为了更精细地观测，通州区还创新
设计了5套“智慧灯杆”设备，也叫“SKY”
设备，作为辅助性的气象监测设备。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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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陶涛）从积雪覆盖的屋顶到布满鹅卵
石的街道，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以倾注匠心的处处细
节，重现一个真实的魔法世界。目前，位于文化旅游区
的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及度假区核心工程全面建设
完工，进入开业前的运营准备和密集筹备阶段，迎接今
年的盛大启幕。

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时，将包括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
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以及两家品质卓越的度假酒店——
环球影城大酒店及诺金度假酒店。此外，遍布整个度假区
共有37个骑乘娱乐设施及主题景点、24种表演演出、80个
餐饮门店及 30个零售门店，在为中国及全球游客打造全
方位沉浸式主题度假体验的同时，进一步激发游客高质量
消费潜力，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的创新
样本。

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变形金刚基地、小黄人乐园、哈
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好莱坞、未来
水世界，北京环球度假区突出中外经典文化元素的完美融
合，打造了七大主题景区。值得一提的是，以讲好中国故
事为着力点，围绕“中国式传奇体验”设计打造的全室内

“功夫熊猫盖世之地”景区，通过美轮美奂的中国建筑、欢
乐喜庆的节日装饰、各种风味的特色美食以及深入人心的
特效表演，带领游客“穿越”电影屏幕，体验一段别具一格
的难忘旅程。（下转2版）

北京环球度假区
核心工程全面完工

开园预热启动

北海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北京四
中、宣武医院，这些在北京、甚至全国知名
的名校名医院将在雄安新区落地生花。市
发改委近日介绍，北京市支持雄安新区建
设的“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进展顺利，进
展最快的幼儿园项目已经完成室内外精装
修，三个学校项目将于今年陆续建成，医院
项目将于2023年建成。

日历翻回到 2019 年 9 月，雄安新区首
批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项目开建，建设者
来自一百多公里外的北京。为落实京冀两
省市签订的共同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
设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北京优质教育、
医疗卫生等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助力雄
安新区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北京市以“交钥
匙”方式全额投资建设幼儿园、小学、完全
中学、综合医院各 1所，建成后移交雄安新
区，分别由北海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北
京四中、宣武医院提供办学办医支持。

如今，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区进展最

快。园区建筑面积 4500平方米，是一所全
日制9班幼儿园。“值得一提的是，在每个班
级作为独立的室内活动场所的基础上，还
打造一个可以多班级、多年级共享游戏、共
享学习、共享生活的室内外多功能空间。”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设计以“儿
童视角”为出发点，融入北海印象、雄安风
貌等要素，让本项目成为一个以儿童为本，
既传承传统，又融入新环境。

史家胡同小学也把独有风格带到了雄安
校区项目中。在雄安建设的这所24班小学，每
个班不超过35人，招生规模不超840人。建筑
布局及整体风格充分尊重雄安城市设计的
整体风貌，构思从中国传统书院精神出发，
采用经典的围院布局方式，营造出极具向心
力和亲切归属感的园林式教学空间。

全国闻名的北京四中也将打造雄安校
区，新建一所36班完全中学，初中每班不超
35人，高中每班不超40人。据介绍，这所学
校将以“书苑”为主题，主张“杏坛不必有其

地”，在满足教学需求的同时，强调构筑多
中心、多层级的拓展教育空间，强化学生
间、师生间的交流。

“一院”项目则将让很多雄安新区老百
姓在家门口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按
照设计，项目建设一所 600张床位、可独立
运行的三级综合医院，包括门诊楼、医技
楼、住院楼、相关附属配套设施。

“医院项目整体建筑形态吸收了白洋淀
独有的万亩淀泊、苇濠交错的原始生态元素，
总体方案采用了条块化设计，模拟白洋淀淀

泊形态，将西北侧规划绿谷和水系的自然风
貌随地势引入院区，为医护工作者和病患创
造出自然舒缓的绿化环境。”这位负责人说。

记者获悉，目前各项目进展顺利，幼儿
园项目已完成室内外精装修，小学、中学项
目正实施室内外精装、机电安装，医院项目
基础结构已经完成，正在开展地下结构施
工。“‘三校一院’项目对于助力雄安新区打
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本市将继续高质量抓好项
目建设。”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北京“三校一院”落地雄安
本报记者 曹政

区六届人大七次会议昨天隆重开幕。记者 常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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