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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政务服务事项
“全程网办 全域通办”

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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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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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城市副中心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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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城市副中心将
掀起建设新热潮，实现 8000 亿元投资落
地。今年，城市副中心计划安排重点项目
419项，其中亿元以上重大工程201项。

绿色智慧基础设施消除“城
市病”

建设没有“城市病”的城区，是城市副中
心未来五年的目标之一。市人大代表、通州
区副区长倪德才表示，城市副中心将着力提
升精细化治理能力和水平，建设绿色智慧基
础设施。

交通治堵。城市副中心将以建设世界
智慧城市典范为目标，以城市管理指挥平
台为主体，建成“一脑治理、交互赋能”的
智慧中枢系统。实施主干街道沿线景观
提升、环境综合整治和架空线入地工程，
构建清朗有序的城市空间，塑造整洁亮
丽的市容市貌。构建城市副中心交通体
系，加快推进轨道网、公交网、道路网等
基础设施建设。2021 年，城市副中心将
聚焦智慧城市建设，进一步推进“城市大
脑”数据资源整合，扩大公共服务设施二

维码覆盖范围，搭建地下综合管廊监管
平台。环球主题公园将于今年春季精彩
亮相，针对开园将做好交通组织和城市
运行保障，推进文化旅游区智慧园区建
设，高标准建设指挥调度平台，实现“一
屏全览、一网统管”。

污染防治。“十四五”时期城市副中心
将以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深化京津冀协
同治理，持之以恒抓好大气、水、土污染治
理力度，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打造绿色
能源体系和低碳交通体系，大力创建“基本
无违建城区”，构建水城共融、蓝绿交织、清
新明亮的生态城市格局。

倪德才介绍，2021年城市副中心将重
点承接绿色交易所建设，探索城市副中心
碳减排、碳中和行动方案，推进建筑节能改
造。同时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建立全流
域水污染防治综合管控系统，加强饮用水
保护，防止地下水污染，创建节水型社会。
实施重点监控企业周边土壤环境监测，逐
步建成小微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收集转
运体系，玉桥街道等 10个街乡创建基本无
违建街乡。

6条轨道交通联通中心城区

城市副中心“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
城市副中心要强化与中心城区联动发展、
推进与北三县一体化联动发展、推进更大
区域协同发展，全面提升辐射带动能力，努
力成为京津冀交界地区协同发展的典范。

交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率先突破三个
重点领域之一，城市副中心将率先实现区
域交通一体化。市人大代表、京投公司党
委副书记、副董事长丁树奎透露，“连通燕
郊、三河的平谷线2021年将推进建设”。“十
四五”期间，城市副中心还将大力推进轨道
交通建设，初步形成“一环六横四纵”轨道
交通格局，与中心城区的轨道交通达到 6
条，绿色出行比例达到80%。

2021年，城市副中心将打通几条断头
路，与大厂和香河连通。2022年京唐、京滨
城际铁路将建成。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
将向环京地区延伸。

构建京津冀金融风险监测
预警平台

城市副中心是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试点先导区。2020年，中国（北京）自
由贸易试验区在城市副中心揭牌。市人大
代表、通州区委书记曾赞荣介绍，城市副中
心正聚焦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
新兴金融服务功能，全力建设全球财富管
理中心。城市副中心将研究探索依法合规
开展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绿色债券、绿色
股权投融资等业务，积极争取设立北京城
市副中心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与监管创新联
合实验室，构建京津冀金融风险监测预警
平台。

“十四五”时期，城市副中心将以数字
经济为方向，以绿色经济为特征，加快构建

与主导功能定位相适应的现代产业体系。
新时代职业教育也将为绿色经济发展

贡献力量。市人大代表、北京财贸职业学
院立信会计学院教师杜海霞说：“数字经济
的发展对于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我们的智慧会计专业群就是对接
产业需求，以技术赋能会计专业教育，将
智能技术与专业课程体系有机融合，进行
迭代转型。”目前该校开发了财务机器人
应用、大数据财务分析等系列课程，旨在
培养学生的数智化能力。学校的其他专
业也在进行智能化技术转型。“我们培养
的人才就是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于
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技能性
人才，这将为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优质
人力资源支撑。”

市人大代表、通州区工商联主席赵静
还从经济角度，提出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
发展的建议。她认为，当前京津文化领域
人才“虹吸效应”明显，“区域财税壁垒”与
政绩考核制度存在障碍，区域金融发展不
平衡等问题，制约了京津冀地区文化产业
相关人才、资金以及配套服务的协同发
展。应建立合理的京津冀地区财税利益协
调机制，将京津冀地区作为国家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的试验区，探索跨区域税收分成共享
机制、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由京津冀
三地建立共同发展基金，破除流通和支付等
环节障碍，推动三地在文化交易、文化消费
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促进区域文化市
场繁荣互利。

“十四五”实现8000亿元投资落地，打造北京发展新高地

城市副中心今年计划安排重点项目419项
本报记者 孙云柯 任珊

在广渠路朝阳和通州段的交界处，驾车行驶在
高架上，可以看到南北两侧，一排排白墙灰瓦的古
朴建筑与绿色湿地穿插错落，宛若江南水乡的诗意
画卷徐徐展开。

这里就是“通惠·水谷”再生水示范基地项目，
是亚洲最大、国内再生水资源利用率最高的湿地公
园，也是首都核心区与城市副中心之间一条“水绿
交融”的生态景观廊道。

从首都核心区前往城市副中心，有两条东西向的
交通动脉，一条是通惠河北侧的京通快速路，另一条
是通惠河南侧的广渠快速路。无论走哪一条路，都要
路过朝阳区最东端、京通快速与广渠快速之间的高碑
店乡半壁店村。

半壁店村下辖 5 个自然村：西店、水南庄、半壁
店、小郊亭和方家村。沿京通快速路前往城市副中
心，可以看到西店、水南庄和通惠河畔产业园区古色古
香的建筑鳞次栉比、依水而建，成为一道靓丽的河畔风
景；沿广渠路前往城市副中心，则可以看到半壁店、小
郊亭和方家村，即“南三村”与水谷的五个地块穿插错
落，美丽乡村和绿色水谷形成“三村五谷”的格局，交相
辉映。

然而，就在几年前，水谷所在的区域还是一片片
破旧的民宅平房，小巷逼仄、垃圾成山。每到汛期雨
水常倒灌进屋，村民生活环境恶劣。而且，这里还是

高压线塔密集区，天上横亘着密密麻麻
的高压线，地面则矗立着数个巨大的高
压线塔基，使得此地旧村改造迟迟无法
实施。

半壁店村党总支委员陈洋介绍，
2012 年半壁店村启动美丽乡村建设。
但当时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是横跨在
上空的三条高压线需要迁改。这片密
密麻麻的高压线从新农村建设用地的

西北角穿进去，东南角穿出，共 3 条 6 回
线，占地高达 51公顷。而按照规定，高压
线下不能有任何建筑，“高压线不迁改，
就得绕着建。”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推进，半壁店党总
支提出让高压线“改道入地”的迁改方
案。“这个项目跨高碑店和王四营两乡，跨
越广渠路高架，涉及拆除高压塔基 37基，
拆除架空线路 6.29 公里，在地下 18 米修

建跨两乡的隧道 2.5 公里。”陈洋介绍，从
2012年筹备，半壁店村花了近 7年时间，从
项目涉及的19个委办局办理审批。2019年
2 月，项目施工正式开始。今年 1 月 14 日，
位于水谷B地块人工湖中央的三座高压线
塔全部拆除完毕，半壁店村历时8年的高压
线迁改入地工程完美收官。

“无线空间”为美丽乡村建设赢得了“无
限未来”，广渠路沿线景观建设全面提速。

景观打造：拆掉“遮丑墙”“公园连廊”四季有景

陈洋介绍，2018年，高碑店乡利用辖区资源——
亚洲最大的再生水厂高碑店水厂实施乡厂共治，从保
护水网资源、绿地资源、土地资源理念出发，启动大尺
度水乡规划，与北京排水集团通惠河流域分公司共同

打造“通惠·水谷”再生水示范基地项
目，建设广渠路沿线的景观廊道和生态
廊道。该项目从CBD中央商务区东部
向城市副中心的方向延展，总占地面积

63.8万平方米，绿化面积 38.8万平方米，
约占 60.8%，湿地水面面积 16 万平方米，
约占25%。由智慧谷、育秀谷、活力谷、生
态谷、人文谷五大地块组成。分三期实

施，预计到今年年底将基本建成。
“2018年，半壁店村全面启动广渠路沿

线美丽乡村建设，民宅外立面实施一村一
品，包括徽派风格、（下转4版）

水谷绿廊水谷绿廊 直通城市副中心直通城市副中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可金可

空间腾挪：“无线空间”带来无限未来

1月24日凌晨2点，河北燕达医院
西医技楼二层中心实验室依旧灯火通
明。自 1 月 10 日来到这里，北京清华
长庚医院和佑安医院两支援冀检测医
疗队 24小时连轴转，已累计完成核酸
检测26.3万人份。

“现在已经好多啦，前些天最忙的
时候实验室里的样本多得能把人给埋
了，”眼睛里布满血丝的清华长庚医院
检验科副主任李润青难得开起了玩
笑。挺过了北三县的两轮全员核酸检
测，实验室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节奏，
现在的工作重心转向服务保障进京通
勤人员。不少通勤人员为了周一能顺
利返京上班，赶着在周末做检测。社
区采样多是白天采集，样本送到实验
室已到晚上，来自北三县各个社区、村
的采样标本汇集到这里，有的被整齐
地码放在样本架上，有的则大包小包
直接放在了塑料袋里，“都是来自基层
的采样点儿，码放可能没那么讲究，但
样本质量不会受到影响，”让检测者在
起床后就能看到检测报告，就是李润
青团队的任务。

120 平方米的实验室被隔成了试
剂准备区、样本处理和核酸提取区以
及基因扩增与分析区，区域间设置了
一个物品传递窗口，窗户经过联动设
计，同一时间内只能打开一侧，“这样
可以起到隔离缓冲作用，防止各区域
间的交叉感染，”李润青说，评价一个
核酸检测实验室水平高低，就是要看
各个环节是否都能做到操作规范。“时
间紧环节多，很考验一个团队的配合
力，哪个地方都不能掉链子。核酸检
测是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的金标准，一
定要零差错，避免出现假阴性或假阳
性的结果。”

样本处理是整个流程里最“惊险”
的环节，检测人员需要从生物安全柜
里拿出采集的病毒采样管，用加样枪
吸取一定量的样本，再加入到反应板
中进行核酸提取。戴着三级防护装备
的李润青小心地操作着，眼睛紧盯着只有黄豆粒大小的操作板
孔。打开盖子的一瞬间，动作务必轻缓，不允许有任何滴漏或
溅起，一旦形成气溶胶，安全柜外的操作者和实验室环境就有
被污染的可能。长时间的工作，李润青已经练就了长憋气短呼
吸的特殊技能，“这样就不会呼出太多的水蒸气，挡在面罩上阻
碍视线了。”

提取完成的核酸被密封到反应孔中，再由传递窗送到基因
扩增与分析区，只要存在微量的新冠病毒核酸片段就能完成扩
增。1个小时后，李润青的队友认真分析仪器电脑中的扩增曲
线，对检测结果进行判读。脱下隔离衣、防护服，李润青贴身的
衣服已经湿了一大片；卸下护目镜，摘掉双层手套、医用帽子和
防护口罩，一条条勒痕在脸上、额头和耳后延伸，手也被泡得浮
肿、发白。“这下放心了，不耽误大家进京上班了！”

1月 12日、13日和 16日、17日，北三县分别启动了两轮全
员核酸筛检，检测结果全为阴性，河北燕达医院最高日检测量
超过10万人份……新闻报道里的这一个个简单的数字，对医疗
队员来说则是一个个沉甸甸的日夜。“20名队员5人一组，按计
划每组工作6个小时，但一到忙的时候大家都会主动延长工作
时间，每个人都想多干一点儿，给下一班少留些样本。”这让李
润青感动不已。

脱去防护服，每个队员都是最普通的爸爸、妈妈、儿子、女
儿，“队员们平均年龄33岁，很多人孩子都很小，有些年轻妈妈
给孩子打电话，聊着聊着就掉下眼泪，”样本量少的时候，作为
医疗队队长、临时党支部书记的李润青就组织队员们在户外散
散步，晒晒太阳；临时党支部会上，每个人都有机会谈谈心得，
分享一下经验，“这也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还有十几天就
要过春节了，疫情形势还不明朗，对于是否能回家过年，李润青
心里还是没底，“不过，寒冬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我相信，胜利
的那一天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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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大亚洲最大、、国内再生水资源利用率最高的湿地公园成为连接首都核心区与城市副中心的生态景观廊道国内再生水资源利用率最高的湿地公园成为连接首都核心区与城市副中心的生态景观廊道。。((资料片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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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十余项重点任务
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