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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部署180项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任务

一批市属企业将搬迁入驻副中心
本报记者 曹政

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举行城市绿心文
化节新闻发布会。文化节将于 5 月正式启
动，持续至 6月底。期间，城市绿心森林公
园将举办包括花境设计暨造园大赛、党史主
题展、冬奥滑雪体验等十大重点节庆活动，
以及绿心定向越野系列赛等多项专业赛事
活动。

三大建筑年底外立面亮相

北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长利介
绍，此次文化节期间，绿心森林公园将围绕

“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端午节，分
别推出生态、生活、运动三个系列的文化
活动。

据统计，自去年 9月 29日开园以来，七
个月间城市绿心累计接待游客 150 万人。

“文化节将进一步满足市民多层次、多类型
文化活动需求，让城市绿心成为市民愿意前
往、喜欢逗留、还想再来的地方，全面推进城
市绿心成为京津冀首个全龄友好型公园。”
李长利表示。

此外，李长利透露，目前位于城市绿心
内的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建筑工程正
在稳步推进中，将于今年年底实现外立面亮
相，2022年12月底完成工程竣工验收。

运动赛事促进京津冀群众健身交流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海滨介
绍，本次文化节共策划推出五项运动赛事。

其中，绿心定向越野系列赛将分别于 5
月8日、22日、29日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南
区）进行；“各就各位”红气球定向越野赛（北

京站）暨京津冀应急救护达人大赛将于5月
8 日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和大运河森林公
园举办；“有板有眼·滑启未来”绿心轮滑嘉
年华将于5月15日、16日举办专业赛事和休
闲潮玩活动。

为助力冬奥会，“路跑北京”全民联赛
（绿心站）将于 5 月 9 日举办。现场将设置
“全民滑雪体能大比武”活动专区，开展冰雪
运动装备展示、冰雪知识宣讲和互动体验等
活动。

杨海滨表示，活动注重加强京津冀地
区的群众健身交流，特别突出青少年人群，
带动形成家庭共同参与健身运动的习惯。
本次活动将推动体育与文化、教育、旅游等
融合发展，挖掘和释放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体育产业发展潜能，将其打造成为市民体
育休闲旅游网红打卡点和健身休闲新
地标。

近距离观赏园艺花境景观

市园林绿化局工会主席、二级巡视员侯
雅芹介绍，本次绿心文化节还将开展三项生
态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园艺视觉
盛宴。

“职工技协杯”绿心公园花境设计暨造
园大赛将在绿心公园指定区域，设计打造风
格多样的花境景观，通过模拟自然生境下花
卉的群体美、季相美，培育提升绿色技能，丰
富游园视觉效果，展示生物多样性。该赛事
已于3月启动，预计6月收官。

“绿心有我，守绿护绿”活动的地点位于
城市绿心植树区。期间，将引导市民参与打

造绿心树木抚育基地。市民游客、家庭、企
事业单位都可以通过园林绿化局的义务植
树平台或通州创森公众号报名参加活动，进
行树木抚育。

园艺与生活科普宣传月也将同时启
动。期间，将依托绿色园艺和文化生态元
素，开展园艺体验、知识讲座、优秀园林项目
摄影作品征集等活动。在倡导低碳生活、健
康生活的同时，也将围绕森林文化、林业碳
汇、杨柳飞絮、垃圾分类、园林废弃物循环利
用等知识开展科普宣传。

公园推出五条“最特色”路线

北投集团副总经理揭俊介绍，北投集团
将围绕文化节做好“吃、行、游、购、娱”等保
障措施。公园推出了五条“最特色”赏花路
线，包括“最文化”的 24节气赏花路线，“最
幽静”的福泽樱暖赏花路线，“最园艺”的花
境大赛赏花路线，“最亲水”的玉带花溪赏花
路线以及“最休闲”的遛娃玩乐赏花路线。
爱静的游客可以走进园艺驿站，赏花、留影、
游玩、阅读；(下转2版)

城市绿心文化节“五一”启动
推出十大重点节庆活动和五项专业赛事

本报记者 陈施君 曲经纬 关一文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京城东边，环球主题公园一期蓄势待
发、即将开园，二期也已开始谋划；南边，
雄安新区“三校一院”拔地而起，三座学校
年内将竣工；西边，京西首条高速——国
道109新线高速正在打通，未来将接入“首
都大外环”；北边，密云水库、官厅水库水
源协同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也
将上马。

今年北京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任
务书”已经出炉。昨天，市委市政府京津
冀协同办发布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2021 年工作要点，部署了 12 大类 70 项
180 条重要事项。对于备受关注的城市
副中心建设，今年将引导全市各方面资
源优先向城市副中心投放，围绕“3+1”主
导功能，推动首旅集团、北投集团、华夏
银行等市属企业搬迁入驻。

“三地一起克服复产难题，我们没
‘掉’一个零件！”半年多前，海纳川副总裁
陈更加码在廊坊三河零部件工厂的投
资。这源于北京连续两年推动产业项目
到廊坊北三县落地，带动当地产业升级。

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能否串起来，考
验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度，这也是京津
冀协同发展由“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
的基础阶段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
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后亟待破解的
课题。

“今年要点任务的起草中，一个关键
考虑就是新发展阶段的重点难点问题。”
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副主任刘伯正
道出了今年协同发展的不同之处：本市将

不断完善疫情常态化联防联控联动机制，
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点对点”对接，努
力在人口、功能、产业协同布局和营商环
境协同改善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地缘相亲，通州与北三县正是缩影。
目前，通州区与北三县已对接道路 10条，
通达公交线路21条，联通两地的轨道交通
平谷线也正在建设。今年还将推动厂通
路等跨界道路规划对接和组织实施，成熟
一条，建设一条。

在一体化交通网络的基础上，产业往

来变得更密切。“过去两年，北京与北三县
的项目推介洽谈会累计签约 85 个项目，
今年还将有一批项目落地。”刘伯正介
绍，本市将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对
接协作，鼓励本市企业和产业园区与北
三县重点产业园区对接，打造产业协同
承载空间；推动本市头部企业在北三县
延伸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引导新能源、节
能环保、智慧城市等创新资源在北三县
开展技术对接。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京津冀科技协同

创新共同体正加快形成：天津滨海-中关
村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累计超过2000家，
中关村企业在天津、河北设立分支机构累
计8800余家，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
额累计 1410亿元。“按照‘北京创新、津冀
转化、区域联动’的思路，三地将在科技信
息、技术成果、创新人才等方面实现资源
共享，促进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刘伯正
说，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方面，也将
加强京津冀三地自贸区政策联动。

(下转2版)

头部企业向北三县延伸产业链

协同发展新阶段

本报讯（记者 张丽）今年 9 月，城市副中心三所学校
——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北京学校中学部和杨庄小学将
同月投入使用。同时，城市副中心还将新建5所中小学，城
市副中心优质教育资源将进一步扩容。

近日，记者在正在施工中的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现场
看到，北侧一座9层高的白色宿舍楼和南侧一座5层高的教
学楼已经装修一新，暖气、空调、灯具也已安装调试完毕。

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位于城市副中心04组团06街区，
建设规模约8.5万平方米，整体采用装配式钢结构。科技、
智能、绿色、以人为本、面向未来等理念都是这所新校园设
计方向。“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充分挖掘了地下空间，像教
学楼和艺术中心，地下都有两层，游泳馆、食堂以及多个体
育活动场馆，都分布在地下。”负责该项目的北咨项目管理
公司项目负责人李重阳说。

作为《通州区基础教育质量提升支持计划（2017-2020
年）》确定的重点项目，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设置了 54 个
班。其中初中24班，学位960个；高中30班，学位1350个。

除了服务于在校师生，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建成后学
校的篮球馆、游泳馆、排球训练中心等场馆，还将以共享区
的形式，周末以及法定假日向社会开放。

城市副中心优质教育资源将进一步扩容

三所学校今年9月投用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北京国际
设计周永久会址项目在三天内无缝衔
接取得多个许可证；第一实验学校开
工建设；文化旅游区环球主题公园一
期基本竣工……今年一季度，城市副
中心重大项目有序开工，续建项目稳
步推进，建安投资总额全市排名第一，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市排名第二。喜
人的成绩单背后，除了各方的协同努
力，还得益于通州区发改委今年创新
推出的“一对一”服务模式。

一个项目从立项到开工，要走的
手续不少，如何更好服务项目单位，确
保项目高效运转？今年起，区发改委
创新工作模式，启动了针对重点项目
的“一对一”服务机制，将市属工程、区
属计划新开工的项目分配给9名“服务
专员”，每人盯一个重点领域，全力确
保重点项目尽快开工，续建项目有序
推进。

这9名服务专员主要来自投资科、
审批科等，按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
公共服务等不同领域分工，每人各司
其职。他们的手机号码就是项目单位
的24小时服务专线，只要有需求，随时
可以通过微信、电话联系。平时，服务
专员也会主动盯流程、上门走访，全方
位、甚至提前掌握项目推进中可能存
在的问题。

区发改委投资科科员樊祥负责
“一对一”服务产业领域项目，在他和
同事们及相关委办局的共同努力下，
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项目三天之
内先后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
施工许可证。而在以往，审批环节至
少要在十天以上。“审批时间大幅度压
缩，一方面是开通了针对重点项目的
绿色通道，另一方面，我们会全方位统
筹协调，帮助倒排工期、梳理建设时
序，每一个环节都想在项目单位之
前。”区发改委投资科副科长冯颖静
说，“比如，项目单位还在办上一个环
节时，我们的服务专员会提前帮助对
接下一个部门，提醒需要准备的材料，
切实为他们减轻负担，大幅度压缩审
批时间。”

“我经常晚上七八点还给服务专
员打电话，每天五六个电话打给他，都特别有耐心。”腾龙
通州网络安全技术研发及应用平台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
相关负责人说。由于前期团队对审批手续不太熟悉，经
常遇到难题。服务专员每天和负责人保持联系，详细询
问进度和困难。在消防图纸审查这一环节，前期团队误
以为需要去消防部门办理，服务专员及时提醒，让项目单
位少跑了弯路，项目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开工。

审批科科员衣晓丹负责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在一次
与项目单位的沟通中，她发现项目推进的坎儿卡在了前
期设计方案工作费用上，便将问题反映给上级领导，经集
体会商，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帮助解决了实际困难。举
一反三，区发改委发起了对类似问题的征集，以此推动一
类问题的解决。

在“一对一”贴心服务的促进下，一批项目的“卡脖
子”问题有序破解，城市副中心重点项目开工跑出了提速
提质提效的加速度。“下一步，我们将在完善服务机制、
精准解决问题等方面持续发力，在保持平稳运行的基础
上继续完善一对一服务机制，提高运行效率，压缩工作
闭环时间。针对服务专员收集上来的问题，我们会进行
集中研判，精准移交相关部门予以解决并联合区政府督
查室予以推进，确保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区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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