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地址：通州区新华东街256号 ●邮编：101100 ●新闻热线：69527280 ●Email:tzbs@263.net ●试刊第76期 本版责编 彭昌阳 耿海燕 设计 鲍丽萍

2021年1月25日 星期一 农历庚子年十二月十三 今日四版

蔡奇在参加海淀团审议时强调

始终走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最前头
蔡奇在参加延庆团审议时强调

全力以赴做好冬奥筹办工作 奋力谱写美丽延庆新篇章
全文见
北京日报
客户端

昨天下午，市十五届人大四次
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城市副中心
党工委委员、发展改革局局长，市
发改委副主任张艳林介绍，城市副
中心“十四五”规划纲要已基本编
制完成，即将印发实施，2025 年城
市副中心将建成北京发展新高地。

张艳林介绍，城市副中心“十
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城市副
中心打造成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重要支点、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
堡和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规划纲要提出城市副中心发
展 2035 年远景目标、2025 年主要
目标。

“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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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副中心要建设中心城区
功能疏解重要承载地。围绕承接
中心城区功能疏解，打造北京重要
一翼的要求，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绿
色智慧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
示范区、打造公共服务新高地、建设
古今同辉的人文城市，系统提升城
市综合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建成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
枢纽，改造提升市郊铁路城市副中
心线复线，建成市域快线平谷线，
完成东六环入地改造、京哈高速拓
宽改造，优化公交线网，建成 1500
公里的慢行大网络，着力构建便捷
畅达的综合交通体系。

建成城市绿心三大建筑，建成
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一期）、北
京第一实验学校等一批优质学校，推
进一批优质医疗资源建成投用。

推进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
设，抓好大运河景观提升与生态修
复，实现北运河(城市副中心段)全
线旅游通航，推进碳减排、碳中和
工作，建设森林城市，推行绿色建
筑，打造无废城市。

城市副中心将构筑高质量发
展新高地。围绕深入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规划
纲要提出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发
展新高地、激发“两区”开放发展新
活力、打造营商环境城市副中心样
板、开创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强
化重点领域改革和人才保障等6个
方面主要任务。特别是在产业发
展方面，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
大力发展城市科技，率先建成一批示范应用场景，落地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建设国家 ICT产业创新基地。

依托运河商务区，打造运河金融城，建设全球财富管理
中心和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依托台马板块，围绕
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等领域，加
快发展智能制造产业，打造一批千亿级高精尖产业集群。
加快推进“两区”建设，以推动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核
心，深入推进制度创新，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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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旗）昨天，记者从市十五届人
大四次会议了解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提请大
会审议的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高频词汇，备受广
大代表关注。今年，本市将从开展新一轮疏解整
治促提升专项行动、高质量建设城市副中心、构建
更加紧密的协同发展格局等方面，提升京津冀协
同发展水平。

回顾“十三五”时期，北京紧紧抓住疏解非首
都功能“牛鼻子”，扎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
显著、成绩亮眼。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中，累
计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2154家，疏解提升市场、物
流中心 781 个，基本完成一般制造业企业集中退
出、区域性批发市场大规模疏解任务，完成3500条
背街小巷环境整治，累计建设提升基本便民商业
服务网点6000余个，新增城市绿地3600公顷，建成
城市休闲公园 190 处、小微绿地及口袋公园 460
处、城市森林52处。

城市副中心框架也全面拉开，一大批重点项
目进展顺利。共建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大兴
国际机场建成通航，交通、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等重
点领域实现率先突破、协作成效显著。冬奥会、冬
残奥会筹办有序推进，国家速滑馆等竞赛场馆全
部完工，积极推进赛事组织和赛会服务保障工作，
大众冰雪运动蓬勃发展。

报告中指出，北京“十四五”时期的主要目标
之一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疏解非
首都功能取得更大成效，城市副中心框架基本成
型，“轨道上的京津冀”畅通便捷，生态环境联防联
控联治机制更加完善，区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
链布局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以首都为核心的世
界级城市群主干构架基本形成。

围绕这一目标，本市将开展新一轮疏解整治
促提升专项行动，以攻坚和提升为重点，一体化推
进功能疏解、综合治理和优化升级。拆除违法建
设 2500万平方米、腾退土地 3000公顷。分类推进
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打造200条精品街
巷。精准补建和提升便民商业网点，加快推动家
政维修、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转型提质，支持规范
化、连锁化、品牌化、智能化发展。持续推动医院、
学校等公共服务资源合理布局。

在建设城市副中心方面，本市将保持每年千亿以
上投资强度，提升城市副中心承载能力。加快行政办
公区二期、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建设。发挥城市副中
心投资基金作用，培育发展运河商务区高端服务业，高
水平运营好环球主题公园一期。围绕教育、医疗、养
老、生态等领域，推动与北三县一体化联动发展。

今年，本市还将致力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协同
发展格局，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三校一院”交
钥匙项目三所学校实现竣工、医院主体结构封顶；
在交通领域，将加快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推动
京唐城际铁路北京段、城际铁路联络线、平谷线等
建设；在生态领域，本市将深化区域大气、水和固
体废物污染联防联控联治机制，落实机动车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持续推进跨界
河流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
二期完成封山育林25万亩。

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本市将强化创新链、产
业链、供应链对接协作，在津冀布局更多产业链项
目和创新成果应用场景，促进北京空港、陆港与天
津港的规划衔接和融合，强化区域“三链联动”。
此外，还将推进京张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带建设，加
强就业、养老、社保等政策衔接，完善区域公共服
务共建共享机制。

开展新一轮疏整促专项行动 构建更加紧密的协同发展格局

市政府工作报告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

首次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京津冀三地人大携手“护蓝天”
本报记者 高枝

“企业现有多少重型货车？”
“车辆如何监管？”
去年 9月 3日一早，天津市敏

华家具有限公司迎来了一支调研
检查队。队伍稍显“庞大”，由来
自京津冀三地的30多位人大代表
组成。这是继三地首部协同立法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
放污染防治条例出台后，三省市
人大再度携手，对条例实施情况
开展协同执法检查，真正实现了
法规审议、实施、检查三同步。

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三个省
级区域的协同联动，面临着诸多
重大的制度创新和改革实践，必
然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

针对移动源污染，京津冀同
步出台实施条例，联动开展执法
检查，既开创协同立法的先河，又
为携手“护蓝天”注入了强大的法
治动力。

注重全链条监管，联合执法检查将重点
瞄准源头管控、车油路综合治理、执法信息
共享、执法标准统一，重点用车单位——敏
华家具成了第一站。

“我们目前有自营车辆 70辆，其中国五
42辆，国四28辆。”

“每天出车前，司机都要对车辆进行检
查，确保各装置运转正常，车辆均按节能环
保要求添加车用尿素，减少柴油机废气中的
污染物。”

调研检查组问得具体，企业答得仔细。
从重点用车企业到路检现场，从施工工地到
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检查点位横跨三省
市，涵盖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
的方方面面。

法规实施效果正在逐渐显现。条例实
施两个月后，全市道路执法检查车辆84.6万
辆次，较2019年同比增加10.6%；查处排放超
标7万余辆次，同比减少近三成。

然而，调研检查发现，京津冀三地虽
已通过生态环境部平台实现了机动车超
标 排 放 信 息 共 享 ，但 时 效 性 有 待 提 高 ，

“黑名单”不能实时发送，超标信息需到
生态环境部网站搜索，给拦截超标大货
车带来不便。同时，三地尚未实现非道
路移动机械联网，排放检验操作规范、执
法队伍力量配备等方面仍需要相互适应
和协同。

“协同已经起步，但仍需进一步探索完
善。”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办主任郝志兰
说，我们建议，由北京牵头建立京津冀机动
车排放执法信息系统，将车辆超标排放和
异地处罚信息纵向上提交国家相关主管部
门，横向上三地无缝对接。同时，三地排
放检测信息要实现互认机制，在一定期限
内不再重复检测，以便跨地区车辆快速通
行。“如果需要，三地人大还可以就条例进一
步修订进行深入探讨。”（下转3版）

执法检查动真见效

4
20212021年年11月月2525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责编责编 赵琪赵琪 设计设计 鲍丽萍鲍丽萍 校对校对 彭师德彭师德

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和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正在举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本市中心工作、谋划“十四五”开局、聚焦民生福祉，积极参政议政、献
策建言，描绘首都发展新蓝图。

求真务实谋发展“十四五”开局谱新篇

卫爱民代表就北京自贸区建设积极建言
献策。记者 程功/摄

在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委员驻地通往小组会会场的走廊上在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委员驻地通往小组会会场的走廊上，，
参会委员们边走边讨论参会委员们边走边讨论。。记者记者 张立朝张立朝//摄摄

通州团市人大代表韩丽、延庆团市人大代表许泽玮在《擦亮历史文化金名
片 北京名城保护再出发》展览前驻足观看。记者 蔡代征/摄

通州团代表步入会场。记者 戴冰/摄 本次政协会首次设立了远程会议系统，因故不能到会的委员线上参会，通
过视频终端参加大会、小组会等各项活动。记者 贾同军/摄

陈恒华代表（左）和吴双代表（右）共同研读政府
工作报告。 记者 邓伟/摄

马小兰代表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内容畅谈关于打
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方面的建议。 记者 饶强/摄

尹文胜委员围绕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内
容建言。记者 张立朝 /摄

政协小组会间隙，新闻出版界的委员们手捧“福”字一起拍个全家福，祝大家新春快乐。记者 张立朝/摄政协小组会上，各组委员们发言踊跃，一名委员说完，扩音话
筒马上传递到另一名委员的手中。记者 贾同军/摄

鲍丽萍/制

图为城市副中心与河北三河市交界处的河湖环境正在得到较大提升。马文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