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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主题活动上，

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北京市“两区”办专
职副主任刘梅英介绍，现代化的服务贸
易产业，与“潞通天下 大运之城”的通州
相遇在此，碰撞出了灿烂的火花。记者
了解到，2017年至2022年间，通州区市
场主体规模全面扩大，截至2022年7月
底，市场主体总量达17.6万家。

建设城市副中心，是千年大计、
国家大事。刘梅英表示，北京市正在
助推城市副中心形成对外开放水平
高、城市核心竞争力强的新发展格

局，进一步推动城市副中心服务业调
整优化和开放发展。同时，集中全市
各类优质资源，大力推动城市副中心
建设。通州区则坚持世界眼光、国际
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以创造历
史、追求艺术的高度负责精神，高标
准落实《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
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
要求，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
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落实《国务院
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加快建设国家绿色发展
示范区、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

如今，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
“五子”联动的大背景下，通州区紧抓
“两区”建设机遇，围绕“产业+要素+
机制”“园区+政策+宣传”“区域+国家+
全球”三个维度、九个着力点推进“两区”
工作。随着一批符合副中心功能定位的
央企、国企总部迁入，外资项目、大项目、
民间投资项目也逐步向副中心倾斜，
副中心功能片区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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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主题活
动上，各方共话合作愿景、共绘发展
蓝图。通州区委常委、副区长苏国斌
介绍，在北京设立“两区”，是首都开
放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作为
首都重要“一翼”的城市副中心所面
临的重大机遇，更是副中心落实功能
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所指、
目标所系、使命所在。

苏国斌说，副中心的发展要求与
“两区”建设的内在思路深度相合。
拥有着2200多年建置史的通州，应运
而生、因运而盛，开放、包容、合作是
流淌于这座历史古城血脉之中的文
化基因，“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
特色、高点定位”更是城市副中心建
设发展一贯坚持的理念和原则。首
都在“两区”建设中要打造“北京样
板”，通州区就责无旁贷地要努力打
造出“副中心样板”。

副中心的承载基础与“两区”建
设要素需求充分契合。副中心拥有

“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和科
技创新”四大功能板块，布局了张家
湾设计小镇、台湖演艺小镇、宋庄艺
术创意小镇等一系列产业与功能的

高质量平台载体。金融服务、高端商
务、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两区”建
设的重点业态依托这些平台在通州
蓬勃发展、聚集成势，“两区”建设的
空间优势与要素优势在副中心均得
以体现。

副中心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
建设“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的历史使命，并致力于打造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桥头堡”。几年来，副中心
与天津、河北在交通一体化、产业合
作、环境建设等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实
实在在的成果，站在了北京协同开放
的最前沿。

苏国斌表示，近年来，副中心正
被打造为北京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窗口，保持每年
千亿元投资强度，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
规模构建起城市的“四梁八柱”，一批市
级名校和优质医院实现入驻，为企业人
才创造了舒适便利的居住环境。

“我们大力构建高精尖产业体
系，先后有 11家企业成功上市，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040 家。”苏国斌
说，通州产业承载空间广阔，“十四
五”期间，全区拟供应经营性用地近

12 平方公里，重点打造“四区三镇三
园”十大重点产业功能区。

作为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
片区通州组团重要组成部分的运河
商务区总规划面积 20.38 平方公里，
致力于打造成为堪比“金丝雀码头”
的运河金融城；张家湾设计小镇总规
划面积 5.4 平方公里，致力于打造成
为展现城市副中心科技与文化魅力
的新名片；作为服务业扩大开放重要
承载地的文化旅游区总规划面积
12.05平方公里，致力于打造成为文旅
商融合发展示范区。

苏国斌在会上介绍，“十四五”期
间，城市副中心总投资规模将达到
8000 亿元，同时设立多元化产业基
金，城市副中心投资基金总规模超过
1000亿元，产业引导基金和绿色基础
设施建设基金分别达到50亿元和100
亿元。此外，副中心在全市层面率先
向社会发布 3 大类 15 个应用场景项
目清单，启动智慧城市28项标杆示范
项目，副中心元宇宙三年行动计划正
式发布，广阔的应用场景需求和巨大
的商业机会将进一步释放，让这座千
年之城快速拔节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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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以“潞通天下 大运之城”为主题
的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主题活动在服贸会
上举行。

为将副中心打造成为新时代城市建设
发展的典范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
向世界推介展示不一样的和谐宜居之城魅
力、一流的营商环境以及“两区”建设硕果，
副中心主题活动聚焦绿色发展、数字赋能、
京津冀协同等领域，展示了副中心高质量
发展的创新经验与成就。

本报记者 赵鹏 张群琛

借助服贸会平台，通州区广邀重量级协
会与重点企业进行项目签约，并通过国际化
窗口将城市副中心“两区”建设硕果面向世界
进行推介。

此次主题活动期间，通州区政府与7个项
目进行签约，包括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
中航证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朗
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环医药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和北京国香商恒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
州悦途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紧随其后，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签约中
核地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方程投资运
营（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梦想加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数字创意产业协会、北京星立方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大项目。

运河商务区管委会也现场签约了北京绿
色交易所有限公司、中碳基础设施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等项目；
通州文旅区管委会签约了张家湾车辆段上盖
开发商业综合体项目、首旅集团总部办公楼
项目、环球影城北综合交通枢纽项目、通视界
文化中心项目等；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与仁
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零碳工场（中国）研究
院签约。

与此同时，通发展、网安园、医药健康产
业集聚区、首通智城科技、北京城市副中心智
慧城市产业联盟等也相继与 13 个项目签约，
签约合作方包括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兴德通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重磅
合作伙伴。

记者注意到，这次签约不乏一些明星企
业。如商汤科技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智能软件
公司，具备底层全栈自研技术，在AI软件、AI
芯片、元宇宙、无人驾驶等多个人工智能领域
领跑行业。其首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支持
AI模型批量生产且形成规模效应，并通过软
件平台快速部署及商业化，从而实现人工智
能赋能百业。

今后，各签约项目都将在副中心实现令
人期待的新发展。比如此次一方明实与兴德
通医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在副中心打造

“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新药研发技术成果转
化平台”。“该项目依托国内领先的新药研发、
临床CRO实验平台、公共实验室平台，将全
力发现、挖掘创新药。”兴德通医药副总裁邢
庆科介绍，未来这一新药研发技术成果转化
平台会提供药物全生命周期研发服务，并构
建融资平台，共同合作开发项目。兴德通医
药还将整合国家一级临床研究科研培训机构
资源，保障项目科学合规且高质量开展，为副
中心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提供重要的产业生
态配套。

北京首旅城市副中心投资有限公司是首
旅集团深耕城市副中心文旅商产业发展而设
立的全资二级企业，是首旅集团承接环球外
溢效应、统筹推进集团在副中心产业投资的
核心载体。未来，首旅城市副中心投资公司
将投资管理首旅总部办公楼、环球度假区北
部地块及周边文旅产业投资项目，导入首旅
集团优质资源，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建设、助力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商产业升级。

北京公联鼎成交通枢纽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是通州文化旅游区环球影城北综合交通枢
纽项目的建设单位，负责投资、建设及后期运
营等工作。据介绍，环球影城北综合交通枢
纽位于文化旅游区北侧，北邻万盛南街，紧邻
地铁M7线群芳站。项目总建筑面积约84660
平方米；其中交通枢纽约 14240平方米，主要
承担M7线与公交换乘功能，规划有 5至 6条
公交线路。该项目是环球影城外部交通保障
规划四个重要交通基础设施之一，承担着集
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出租车、小汽车、自行车
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换乘功能。

企业现场签约 助力副中心生机勃发

投资逾8000亿 打造“副中心样板”

通州区市场主体总量达17.6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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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主题活动上在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主题活动上，，各方共话合作愿各方共话合作愿
景景、、共绘发展蓝图共绘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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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区

成为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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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建筑明年底前具备开放条件

副中心速度和质量是如何“炼”成的
本报实习记者 张佳琪 记者 孙云柯

天安门以东30公里，大运河畔的城市副
中心三大建筑项目工地里一片繁忙。剧院、
图书馆、博物馆外立面均已亮相，工人们正
在紧张进行内部装修。

“三大建筑建成后，将成为北京的文化
新地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加
油干。”来自北投集团的田丁，已经在这片工
地上奋战了近3年。他眼看着工地上一个个
硕大的基坑，变成今天美轮美奂、气势磅礴
的建筑群，“满满的成就感”。

作为城市副中心重大工程的典型代表，
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建筑可谓完美诠
释了“副中心速度”和“副中心质量”。

速度自不必说：2019 年 10 月 28 日正式
动工，2021年底三大建筑外立面实现亮相，
2023年底前具备开放条件——这节奏可谓

“分秒必争”！
副中心质量背后更是凝聚了无数人的

心血。“瞧见图书馆外立面的超大玻璃了
吗？整整276块，从设计到加工到安装，背后
太多故事了！”田丁特意带记者参观了图书
馆工地，眼前的建筑方正如同一枚印章，其

四周都环绕着大玻璃，透光性极好，森林书
苑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营造这种氛围感的关键角色，正是由超
大玻璃组成的幕墙。这种幕墙无论从外形
还是受力体系都属于国内首创，在国际上也
并无先例。为了克服技术困难，项目团队需
要完成风压变形、雨水渗透、空气渗透、平面
变形四项试验，以便验证设计的可靠性及施
工单位的施工质量。

“当时我们团队每个人都很紧张，一旦
试验不成功，后续建设将无从谈起。”2021年
7月，作为北投集团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项
目部工程管理部副部长的田丁，面对首批吊
装完成的4块超大玻璃，心中犯了难。

起初，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实验室以及
建设单位多方意见不一：实验室测试方案成
熟，但与实际应用存在偏差；现场测试效果
最佳，但缺乏经验，仍需探索。

经过多次开会讨论、分析利弊，组织编
制专项方案及专家论证，最终各方达成一
致。项目创新性地采用了现场试验，试验周
期持续了 15 天，结果符合规范和设计的

要求。
“试验成功了，我们都松了口气，一块块

超大玻璃凝结了大家的心血。‘副中心质量’
不是吹出来的，是一个个试验、一砖一瓦做
出来的。”田丁说。

解决了技术难题，新的困难又接踵而
至。“2021 年底实现外立面亮相”是图书馆
建设的目标之一。2021 年 10 月下旬，超
大玻璃安装开始提速，从一天装四五块，
到一天七八块，玻璃供给一下子变得捉襟
见肘。

“我们对玻璃质量的要求特别高，绝不
能打折扣，工期紧、任务重，每个人都很着
急。”田丁介绍，“那时候我们经常去工厂，找
生产方了解问题，催进度，一起想解决办
法。”可偏偏这时，生产方还遇到了产能不足
的困境。田丁就带着团队深入生产一线帮
着找问题，给生产方出主意。比如机器可以
交叉使用、缩减步骤提高加工效率，合理统
筹，分解、合并工序等等。一套组合拳下来，
生产供应逐渐恢复，“危机”成功化解。超大
玻璃这才顺利吊装，实现了图书馆外立面如

期亮相。
图书馆北侧，城市副中心剧院也已实现

外立面亮相，目前正在进行室内装修。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借助BIM平台，实现了场地布
置方案优化、进度模拟、现场综合管理和疫
情管理等多重功能。

“BIM是通过3D建模，让工人和管理人
员更直观地了解项目的基本流程和施工难
度。”田丁介绍，三大建筑项目应用的BIM技
术，共发现并解决设计问题 1703条，减少设
计变更及工程洽商 248条，节约工程建设成
本979万元，节省工期50天。

剧院南侧的博物馆紧临地铁，为了保证
馆藏文物安全，该项目采取了先进的减隔震
技术，可有效减小地震作用对上部结构的影
响，从而更好保护文物安全。

“建设工期紧、设计要求高、施工难度
大、统筹协调困难等种种挑战考验着每一名
工作人员。我们要做的就是保证‘副中心速
度’‘副中心质量’，为副中心建设交上一份
满意的答卷，让这座文化新地标早日和市民
见面。”田丁说。

重大工程拉开副中心城市框架

“家门口一天一个样！”
本报记者 孙云柯

林立的塔吊，整洁有序的施工围挡……
一系列重大工程的实施，有序拉开了城市副
中心的城市框架。用摄影爱好者、老通州人
郭建华的话来说，“现在的家门口是一天一

个样，一个不留神，快门速度就赶不上建设
速度啦。”

记者上周末探访了东六环入地改造工
程。虽然在地面上看不到什么大动静，但在

几十米深的地下，“京华号”和“运河号”盾构
机已各自挖出一条地下动脉，这也是整个工
程中难度系数最大的部分。

东六环入地改造，是城市副中心建设中
的大手笔。该工程将把既有东六环路改为
地下双向六车道，一方面缝合被割裂的城市
空间，另一方面有望大幅缓解东六环路的交
通拥堵。工程南起京哈高速立交，北至潞苑
北大街，路线全长约 16公里，其中入地改造
段9.2公里，包含7.4公里盾构隧道及隧道内
6 座横通道，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盾构隧道。
工程建成后，其地面上原有的道路将被改造
成“高线公园”，预计增加绿化面积约 50 公
顷，为市民提供优质的绿色空间。“高线公
园”将串联起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副
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行政办公区、城市绿
心森林公园、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张家湾设
计小镇等多个功能区，打造一条创新发
展轴。

除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外，重大的交通
基础设施还有副中心站交通枢纽工程。该
工程于 2019 年底开工，计划于 2024 年底建
成交付。届时地铁 6号线、平谷线、M101线

以及京唐铁路、京哈铁路、城际铁路联络线
等重要交通线路将在这里汇集，副中心站交
通枢纽工程作为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枢
纽，将极大提升和改善整个北京东部的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运行环境。此外，京冀
之间首条跨省轨道交通工程平谷线也已开
工建设，计划于 2025 年底前建成通车。
M101线目前已完成规划方案批复、勘察设
计招标及总体设计预评审，力争年底前实现
全线开工。

与此同时，一批民生工程也在加紧推
进。目前，北京学校、人大附中等 10 所市
级名校已入驻城市副中心，新增义务教育
学位 2.6 万个；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一期）、
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建成开诊，全区诊
疗水平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快速提升。
潞城全民健身中心主体结构完工，杨庄小
学新建工程、北京二中通州校区改扩建工
程、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二期、安贞医院通
州院区等加快建设，区体育场升级改造进
场施工，新的公共服务项目梯次推进……
随着一块块民生短板被补齐，城市副中心
将会更加宜业宜居。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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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记者昨天从
北京公交集团获悉，为了满足燕郊市民
方便进京通勤出行的需求，前期受疫情
影响采取暂停运营措施的快速直达专
线 9、快速直达专线 20、快速直达专线
61，昨日恢复运营。

值得注意的是，这 3条快速直达专
线仅在工作日期间运行，早高峰的终点
都在大北窑东，可以接驳地铁 1号线与
10号线，方便居住在上上城五期、诸葛
店、林荫大道等小区的乘客进京通勤。

3条快速直达专线均由北京公交集
团客五分公司负责运营。记者了解到，
恢复运营首日 3 条快速直达专线共发
车18次，累计客流量265人。

快速直达专线 9，从上上城五期始
发，方便燕郊上上城五期、鼎盛家园等
小区乘客快速进京通勤。中途设上上
城五期、鼎盛家园东门、燕灵路口、大北
窑东，共 4站。运营时间为早上 6时 10
分、6时 20分、6时 28分、6时 36分、6时
44分、6时 52分、7时，从上上城五期发
车。晚上18时、18时10分、18时17分、
18 时 25 分、18 时 33 分、18 时 45 分、19
时，从大北窑东发车。票价15元，持 IC
卡或刷码乘车优惠票价10元。

快速直达专线 61，从林荫大道始
发，方便林荫大道、九里香堤、金桥嘉苑
等小区乘客快速进京通勤，中途设林荫
大道、九里香堤、金桥嘉苑、诸葛店、星
河皓月小区北门、燕京新城、意华小区、
郎家园、大北窑东，共 9 站。运营时间
为早上6时20分、6时40分、7时、7时20
分，从林荫大道发车。晚上18时20分、
18时 40分、19时、19时 20分，从大北窑
东发车。票价 20元，持 IC卡或刷码乘
车优惠票价10元。

快速直达专线 20，从诸葛店始发，
方便诸葛店、星河皓月、燕京新城等小
区乘客快速进京通勤。中途设诸葛店、
星河皓月小区北门、燕京新城、意华小
区、郎家园、大北窑东，共 6站。运营时
间为早上 6 时 10 分、6 时 19 分、6 时 28
分、6时 37分、6时 46分、6时 55分、7时
5分，从诸葛店发车。晚上18时、18时8
分、18时 16分、18时 24分、18时 32分、
18 时 40 分、18 时 50 分，从大北窑东发
车。票价 15元，持 IC卡或刷码乘车优
惠票价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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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元宇宙炫酷体验
爆款剧目现场演出

服贸会文旅专题展
副中心展区惊喜不断

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已亮出外立面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已亮出外立面。。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安贞医院通州院区正在加快建设安贞医院通州院区正在加快建设。。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