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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健康养老等多个领域

北三县二季度27个重点工程集中开工
本报记者 曲经纬 陈冬菊 关一文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日前，河北省廊坊市举行二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现场会，其中北三县共有27个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健康养老等多个领域。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生）昨天上
午，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执委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召开，传达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
部署服贸会筹办工作。市委书记、执委会
主任蔡奇主持会议，商务部部长、执委会执
行主任王文涛，市委副书记、市长、执委会
执行主任陈吉宁出席。执委会执行副主任、
副主任，执委会“一办十三组”负责同志，各
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

会议指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是
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展会平台。今年是建
党一百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举办
一届成功的服贸会意义更加重大。我们要
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的高度来深化对服贸会的认识，以首
善标准做好筹办工作，努力办出成效、办出
特色、办出水平，打造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服
务贸易展会。

会议强调，要高水平办好展览展示和论
坛等活动。高标准做好招商招展工作，突出

数字经济、碳中和、防疫健康等亮点，组织
好高峰论坛、专题论坛、行业会议，全面提
升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展示好“两区”建
设成果，在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等方面发
布一批新政策，筹办好首发活动、权威发
布、示范案例发布。抓紧组建全球服务贸
易联盟。

会议强调，国家会议中心作为主场馆，
要精心做好布展和服务保障。首钢园区作
为举办场地之一，要结合工业遗址风貌和
奥运元素，抓好场馆设计和建设，塑造好重

要景观节点，如期竣工验收。要开展好宣
传预热，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完善市场
化办展机制，抓好常态化办会，线上线下相
结合，做到“月月有会有展”，打造永不落幕
的服贸会。

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
格做好疫情防控和安保工作。坚持节俭办
会，办出实效。要加强统筹协调，执委会办
公室抓好任务督办，各工作组分工负责，各
区各相关单位主动作为，合力高标准完成筹
办任务。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执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蔡奇主持 王文涛陈吉宁出席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 通讯员 王彤）经
过一个月的无水调试、有水调试、游船过闸
试验等多系统联合调试，杨洼闸以上北运河
通州段40公里即将迎来全线试通航。

北京市水务工程建设与管理事务中心
船闸项目负责人高宁介绍，自 5 月 15 日开
始，船闸首先进行了无水调试，通过开闭闸
门等操作，对人字闸门、输水阀门等设备进
行调试，随后市水务局等相关部门协调上下
游，为船闸所在河道进行调水，将周边水位
调至游船通过时需要的水位，启动带水联
调。“目前甘棠闸周边的水位在 17 米左右，
榆林庄闸也到了 16 米多。”高宁说，有水调
试是船闸工程的重要节点，标志着船闸上下
游已经贯通，经调试，甘棠、榆林庄船闸在有
水压状态下闸门关闭的控制系统运转，闸
门、阀门闭合后的漏水情况，以及自动化、电
气、控制系统等各项参数及运行指标基本正
常，船闸试运行状况稳定，已基本具备游船
通行条件。

记者从北运河管理处了解到，北运河通
州段全线通航已进入倒计时，目前北运河综
合治理、甘棠、榆林庄船闸建设等通航基础保
障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其中作为北运河通州
段全线通航的重点工程之一的武窑桥改建工
程已完工，新桥直通东西两岸，结合周边环境
设置 4处弧形观景平台，与运河沿岸步道形
成连续漫步景观廊道，方便行人与游客领略
北运河风光。在甘棠船闸和榆林庄船闸之
外还增设儒林、和合驿两处简易临时码头，
也已初步具备游船停靠条件。（下转2版）

北运河通州段40公里试通航准备就绪

街巷边角地、住区闲置地、零散腾
退空间也有可能成为“金角银边”，盘
活百姓大幸福。昨天，“建党百年·服
务百姓·营造属于您的百个公共空间”
项目征集活动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启
动。目前，全市共有7个区已累计梳理
出426个意愿项目“参评”，其中通州区
有57个。后期经过项目筛选、培训、孵
化与方案比选，将有 100个成熟度高、
示范性强的小微项目，纳入北京城市
公共空间改造提升示范工程试点项目
库。其余项目纳入区级项目库。

据介绍，该活动由市发改委、市规
自委、市城管委三家单位联合主办，北
京城市公共空间提升研究促进中心联
合北规院弘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承办。100 个被纳入示范工程
试点项目库的项目，将由市固定资产
投资支持实施，由责任规划师参与规
划、设计、辅助项目实施。大部分项目
年底即可完工投用。

全市426个空间申请改造

“北京城市发展已进入存量更新
为主的阶段，城市规划建设重点逐渐
向人们身边的微观空间环境转移，更
加强调公共空间的精细化设计与环境
品质提升。”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如今，城市公共空间改造提升工作需要
在示范性、惠民性、便利性等方面更进一
步，需要在高质量发展方面更进一步。
小微公共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众多类型
中非常‘特殊’的一类，空间虽小，却与
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实践基
层共建共享共治的最佳途径之一。”

这位负责人表示，此次征集的小
微项目面积控制在500平方米上下，基
本具有三点属性，一不能封闭，二要对
外开放，三是完全免费。“当然，我们非
常鼓励封闭空间能够打开，充分释放
出更多的公共空间来，共治共享。”这
些小微项目意在通过改造提升来改善
和美化百姓身边的生活环境，同时调
动百姓参与公共空间改造的热情，推
动社会治理格局创新。

据了解，在前期筹备阶段，东城、
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与通
州，7个区共计申报了 426处小微城市
公共空间项目，目前仍在持续征集
中。空间类型涉及街巷边角地、住区
闲置地、零散腾退空间等不同种类，改
造意向涵盖儿童友好、全民健身、无障
碍、适老化、停车等各个方面，着重体
现功能性和实用性。

通州目前已报送57个项目

426个项目中，通州区现已报送57个项目。
城市副中心 03组团责任规划师董国升与属地街道一起报

送了两处适合小微城市公共空间改造提升的点位，一个位于六
环西辅路与九棵树东路十字路口西北角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项
目，另一个为临河里街道华远铭悦雅园底商步行街公共空间C
地块改造提升项目。“这两个项目一个可以改造成为功能更复
合丰富的街巷会客厅；另一个可以从商业内街公共空间提升出
发，结合商业展示、休息空间、景观绿化等提升商圈活力。我们
很期待能够入选，以此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高周边居民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董国升说。

通州区潞城镇责任规划师团队则报送了潞城镇小豆各
庄村文化广场改造项目。“该广场文化氛围不足，空间单调，
无法满足村庄及潞城镇文化活动需求，可通过注入艺术、分
区布局等措施增加文化氛围，让文化广场空间更丰富、开放
和包容。

通州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州小微城市公共空间项
目调研工作仍在继续，争取在“七一”前后项目征集截止前多报
送一些，惠及更多百姓。“我们也在调动街道、乡镇、社区以及责
任双师深入了解百姓诉求，找出更多适合小微项目的点位进行
提升改造。当然也迫切希望老百姓积极参与。”（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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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开工项目平均单体投资规模达4.95亿元

今年二季度，三河市共有光子云金融区块链云计算
平台项目等 11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54.48亿元，
今年计划投资16.98亿元。项目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制造、科技孵化、健康养老、文化艺术以及交通、水
利等领域，契合三河市“3+3”主导产业发展的要求，呈现
出平均单体投资规模大、信息技术水平高、平台孵化能力
强、协同发展成果好的特点。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平均单体投资规模达 4.95 亿
元，11个项目中投资规模 5亿元以上项目 3个，10亿元以
上项目2个。其中，光子云金融区块链云计算平台项目主
要开展5G网络研发、区块链金融技术应用等数据需求及
扩展，重点为银行、证券、保险、教育培训等部门提供混合
云软件、硬件及私有云化的专业计算服务。

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基地项目主要利用铭泰慧谷省
级孵化器的资源优势，为中小企业打造从孵化、初试、中
试到产业化全链条的一体化高端服务平台，全面助推中

小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此外，燕达医养康商务中心和燕达养老科教中心项

目采用以医疗服务、健康养护、康复护理为核心的“医养
结合”新模式，全力强化京冀两地医疗健康养老合作的互
通互融，为京冀两地特别是北京老人提供康养一体的高
质量健康养老服务。

据介绍，今年以来，三河经济开发区共有 24 个项目
通过三河市产业项目引进联席会议办公室评审，项目
投资总额达到 90 亿元，涉及高端装备制造、智慧物流、
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项目全部建成后年
产值可达 104 亿元，实现税收收入 9 亿元，可带动就业
9600 余人。其中，总投资 15 亿元的顺泽智能制造产业
基地项目和总投资 20亿元的车创（三河）智车城产业基
地项目分别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和产业提档升
级的项目，呈现出投资规模大、产业结构优、带动能力
强的特点。

华都科创孵化中心项目、国道G230通化至武汉公路
钳屯弯道至老夏安线段建设工程、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
程、香河水岸潮白景区提升项目……日前，香河县二季度
9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23.08亿元。记者发现，本
次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中，与产业相关的占到了近一半。

本次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包括华都科创孵化中心项
目、国道G230通化至武汉公路钳屯弯道至老夏安线段建
设工程、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香河水岸潮白景区提升
项目、年产 200台套大型振动冲击器项目、中医理疗养老
项目、香河县智慧城市二期项目、光电子显示器及整机相
关产品研发生产项目、大辛路（唐通线—义井大桥段）景观
亮化提升项目共 9个，涉及香河产业发展、北运河旅游通
航、民生改善、智慧城市建设及环境提升等多个方面，这些
项目质量高，投资总量大，带动就业多，辐射群众广，支撑
作用强。

本次集中开工的9个项目总投资23.08亿元，其中，最
大单体投资项目为国道G230通化至武汉公路钳屯弯道
至老夏安线段建设工程。该工程总投资 14.6 亿元，是北
运河旅游通航的重要组成部分。（下转2版）

产业项目占集中开工项目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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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六环改造工程、京雄高速公路

入选平安百年品质
工程创建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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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 5 月 通 州 区 建 安
投资总量位居全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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