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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2022北京市
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
2021年城市副中心路网建设速度加快，相
比于 2020年，副中心区域内处于建成、开
工与稳步推进状态的工程明显增多。

《2022 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
显示，2021 年副中心交通供给不断优
化，实现 1 号线与八通线贯通运行，乘客
通行效率大幅提高；6 号线最小运行间
隔缩至 1 分 45 秒，运力提高 14.3%；建成
广渠路东延、武窑桥改建、广渠路公交走
廊、环球影城京哈立交和六环立交；推进
东六环改造、京哈高速公路加宽、城市副
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等重点工程建设；
新开工建设环球影城北和通马路交通枢
纽。持续完善京津冀路网，大兴机场北
线高速东延段完工通车，国道 109新线高

速桥隧工程全部进场施工，承平高速实
现开工。

对比《2021 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
告》，其中最明显的特点是，2020年城市副
中心的交通侧重于保障方面，包括市郊铁
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和通密线开通运
营，副中心定制公交线路增至 22 条，互
联 网 租 赁 自 行 车 投 放 布 局 更 加 优 化
等。到了 2021 年，副中心交通的重点转
变为基础建设，相比于 2020 年，副中心
区域内处于建成、开工与稳步推进状态的
工程明显增多。

铁路方面，2021年，京哈高铁京承段
开通运营，城市副中心站交通枢纽建设加
快推进，北京铁路营业线路里程达 1340
公里，其中客运专线里程达344.6公里，以
北京为核心枢纽，贯通京津冀各地市的全

国性高速铁路网已基本建成。
北京市其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在

2021年显著提高。这一年北京市新开通
9 段地铁，分别为 8 号线三期北段、11 号
线西段、14 号线剩余段、17 号线南段、19
号线一期、首都机场线西延、S1 线剩余
段、16 号线（甘家口—玉渊潭东门站）、
昌平线南延一期（西二旗—清河），共
56.1 公里，新开通车站 29 座，8 号线、14
号线实现贯通运营。全市地铁运营线
路达 27 条，运营里程增至 783 公里，较
上年增加 56.1 公里。全线网地铁车站
459 座，其中换乘站 72座；运营车辆 7110
辆，较上年增加 374 辆，轨道交通服务能
力持续提升。市郊铁路运营线路 4 条，
包括 S1 副中心线、S2 延庆线、S5 怀密线
和 S6通密线，运营里程 400公里，运营车

站 24座，与上一年持平。
公路交通方面，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

与中心城区连接的主干道共有 5条，分别
是广渠快速路、京通快速路、京哈高速、朝
阳路与朝阳北路。随着通州区常住人口
数量逐年增多，上述 5条主干道的车流量
也随之上涨。其中车流量最高的道路为
广渠快速路。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从全市角度
客观审视过去一年城市交通发展的成绩
与不足，以全方位呈现北京交通供需变
化、运行评价，并以发展展望为目的，以多
源数据分析、可视化呈现为手段，融合经
济、人口、就业、用地等多领域基础数据，
为北京市交通及相关行业提供及时、完整
的数据资源。

一场、一廊、一树、一池……经过改造
的潞城镇大营村文化广场即将建成投
用。去年，潞城镇大营村责任双师“新芽”
项目以小微公共空间改造入选“建党百
年·服务百姓·营造属于您的百个公共空
间”市级项目库，成为城市副中心 8个更
新改造项目之一，于今年 9月开工建设。
南口大槐树上的挂钟、焕然一新的遮阳
篷、儿童活动设施，都将与大营村民一起
续写美好生活。

“场院+大槐树”留住乡愁

潞城镇大营村“新芽”项目位于副中
心09组团0902街区中部的大营村文化广
场。0902街区是城市副中心以行政办公
区生活配套为主要功能的新建区域，大营
村为其中的保留村落。大营文化广场作
为曾经的大队场院承载了村庄发展的乡
愁和记忆，也是现在村民休闲生活的核心
区域。但由于使用年限久，广场地砖破
损、适幼设施缺乏、入口可达性弱、遮荫空
间不足等问题逐步显现，并与周边新建区
域形成巨大的风貌差异，亟待提升改造。

怎么改村民说了算。设计之初，责任
规划师多次深入现场踏勘，观察不同使用
人群的活动习惯，分析受众特征，并通过
民意问卷调查、场地随机采访等方式了解
村民意愿。根据调查报告数据图分析，村
民对广场的功能需求主要集中在健身锻
炼、儿童游乐、棋牌娱乐、广场舞、闲坐乘
凉等方面。设施期待包括遮阳篷、座椅、
儿童活动设施、棋牌桌、健身器材等，其中
对遮阳篷的需求最为鲜明，78%的受访者
都选择了这一项。

项目团队在 09组团首席责任规划师

杨宝林的带领下，协同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勘察设计处、属地政府多次现场踏勘，与
发改专家团队现场论证解决方案，最终确
定了“尽量保留原有设施和场地形态”的
整体思路。“在不改变场地原有围合结构
的基础上，解决南侧村民出入障碍，同时
改善台阶表面年久失修的混凝土抹面，增
加塑木垫层。结合设置休憩设施，整体提
升使用品质和环境面貌，增加既有环境的
友好性。”杨宝林说。

大营村属特大型村庄，文化广场不仅
是村内规模最大的户外活动空间，也是传
承地区文化的主要窗口。相传 400 多年
前，村庄所在地曾是屯集兵马之地，“大
营”因此得名。随着王朝覆灭，“大营”日
渐衰败，不少难民流落至此，借助残破的
军营遮风避雨，落脚为生。多年来，大营
村不断迭代发展，借运河风光形成了一户
一院的新村面貌。早年的记忆已不复存
在，只留下散落的石磨盘、大碾子，以及文
化广场和广场南端的老槐树。

文化广场是老一辈村民共同工作和
生活的地方，无论是场院还是大槐树都承
载了他们的无限回忆。因此，设计方案以

“场院+大槐树”作为村庄乡愁记忆的发
源点，结合村里收集的碾盘石磨、大槐树
上的挂钟打造文化广场核心空间，表达乡
愁和质朴的民风，传承展示乡村文化，唤
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忆。

多功能全龄友好示范

该项目在入选市级项目库之初便确立
了“全龄共享、复合利用、文化塑造”的示范
性。据介绍，项目整体通过“一场、一廊、一
树、一池”让文化广场重新焕发活力与生趣。

“一场”指广场，将原有功能较为单一
的广场更新改造为可以跳舞、轮滑、打羽
毛球的“健身广场”，可以举办文艺演出、
乡村市集的“文化广场”，可以晒太阳、游
戏的“儿童广场”，是乡村文化展示、各年
龄段村民共享生活的活力公共空间。

“一廊”指遮阳廊架，将现状台阶更新
为塑木材质，增添帆布廊架，既增加场所
围合感，塑造乡村新风貌，同时为村民廊
下喝茶、下棋、读书、观看表演提供竖向围
护和遮荫空间，增加安全感和舒适性。

广场南侧大槐树是该村历史文化传承
的载体，此次改造打通了南入口空间，借用

“老物件”围绕“一树”营造村落文化景观，同
时保留树下乘凉、交流空间，延续既有生活

脉络。场地西侧增加“一池”，设置儿童游
乐沙坑、秋千，采用环保无助力原木设施，
补充村内缺少儿童活动设施的短板，为儿
童提供还原自然生态的趣味性活动场地。

小空间，大生活。市规自委通州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芽”项目立意“小而
新”，立足百姓诉求，从小微公共空间着
手，空间面积虽小，但使用频率却高，不仅
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社区共同体和社群
生活的重要支撑，反映该地区的社会活力
与文化面貌。在北京市减量提质的城市
更新背景下，城市副中心责任双师发挥综
合协调和设计能力，积极推进基层小微公
共空间更新，促进土地集约化利用，提升
百姓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赵鹏）记者昨天从通
州区金融办获悉，副中心金融科技领域
自主创新成果首次获得市级金融科技
奖项。

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日由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主办的第二届首都
金 融 创 新 激 励 项 目 评 审 结 果 正 式 揭
晓。副中心重点金融科技企业中债金
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项目“中
央结算公司‘中债链’区块链平台”，在
这次评审中获得了首都金融创新成果
二等奖。

据介绍，中债金科公司于 2019 年在
通州区注册，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承担中央
结算公司及各分支机构的债券和信息
产品服务、信贷资产流转、信托登记等
近 400 个 IT 系统的开发运维工作，并已
在技术研发过程中形成了 30 余项自主
知识产权。

区金融办方面表示，未来该办将继续
围绕金融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引导辖区内
金融科技企业凭借自身技术优势加强创
新研发与成果转化，以科技赋能副中心金

融业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副中心私募机构也在直接

投资与项目招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区金融办方面介绍，截至目前，通州区私
募基金管理人共73家，注册资本约120亿
元，管理规模近300亿元，从业人员超300
人，全年预计可实现税收贡献约3.5亿元，
同比有望劲增75%左右。

在拟投项目方面，通州区私募基金已
累计对接子基金合作机构 162个，持续跟
进重点项目 29个；在企业招商方面，通州
区私募基金也以子基金为抓手服务产业

落地，累计挖掘潜在落地项目 107 个，成
功引入了健海科技子公司、驿泊基金管理
公司以及上市公司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等机构。

“我们将对接头部私募机构，发挥基
金招引功能，通过政策支持和营商环境吸
引优质私募机构和项目落地，培育涵养区
域优质税源。”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办也会加强引导金融资本流向科技创
新、绿色产业等创新领域及中小微企业，
为企业发展提供长期资金和战略支持，实
现资本与产业的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炫酷冰上卡丁
车点燃“速度与激情”，五彩雪地悠悠球唤
起童真浪漫，乘坐洋气十足的进口老爷车
尽享热狗美味，还能在冰天雪地里搭帐篷
煮小火锅……日前，台湖镇稻小蟹艺术农
场很是热闹，总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的冬
日稻田·冰雪亲子乐园开园迎客。

“亲子乐园秉承环保理念，园区内超
300 亩的无用稻草被统一回收捆扎，打造
出专属的稻田迷宫和大型摆件，不仅将稻
草有效利用，趣味内容也为游园带来全新
体验。”园区经理曹彬告诉记者，这处冰雪
亲子乐园是北京及周边地区屈指可数的
大型冰雪主题乐园，园区日均可接待客流
超 2万人次，其中冰面主题活动区面积约
2.4万平方米，雪地主题活动区面积约 4万
平方米。

“很久没带孩子出来玩了，今年家门口
开放的这个冰雪乐园对我们来说方便又实
惠。”家住通州的李女士一家在这里玩得挺
开心，不仅体验了70米长的雪山滑梯，小朋
友还开上了炫酷的“雪地坦克”。

为了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园区内设
置了多个功能区以满足游客需求。美食
区汇聚国内南北精品；萌宠乐园区设置了
喂食专区，满足更多小朋友与小动物互动
的需求；帐篷营地为热爱露营的用户提供
了更多的体验，围炉煮茶、雪地小火锅等
新玩法颇受年轻人欢迎。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近日，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
总站公布了 2022 年度国家级生态
农场名单，北京6家农业园区上榜，
位于城市副中心的北京中农富通
园艺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位于潞城镇的北京中农富通
园艺有限公司（简称“中农富通”）
是以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
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农学
院等科研院校的专家和技术为依
托的“产、学、研、推、用”一体化的
农业高科技服务企业，被认定为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北京市企业技术
中心和北京市设计创新中心，是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2020 年被农业农
村部批准为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展示基地。公司拥有近千名高
学历、高素质、实战经验丰富的一
线人才组成的团队和千余位来自
国内外知名科研院校的资深专家，
是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部等多个

部委及地方省市的智库支撑单位，
多次荣获多项国家重大攻关课题
奖项。

公司在潞城镇建成了北京国
际都市农业科技园，园区坚持绿色
机械化、生态循环化、种植景观化
的发展理念，打造科技引领型的生
态技术研发与示范基地。重点研
发推广废弃物植物残体耦合技术
体系、食用菌循环农业技术体系以
及鱼菜共生系统三大特色技术，经
多年不断实践发展，园区已获得

“首批 100 个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
色防控技术示范推广基地”“京津
冀共建绿色防控基地”“北京市全
程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示范基
地”“有机（蔬果）种植示范基地”等
荣誉50余项，与农业职能部门进行
农业水肥、品种等合作试验 50 余
项，示范种植新品种 1000 余个，推
广新品种和种植技术 50 余项。生
产的农产品已获得有机证书 3个，
绿色产品证书34个。

城市副中心有了国家级生态农场《2022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发布

城市副中心路网建设速度加快

“小微”项目留住“大营”乡愁
本报记者 曲经纬

副中心金融创新首获市级金融科技奖

稻田变冰场

10万平方米冰雪乐园开门迎客

乡村振兴基础更加牢固

坚持城乡互促、产业助推，乡
村振兴基础更加牢固。城市副中
心编制完成全市首个非建设空间
管控规划，形成了全域、全要素、全
周期的非建设空间管控一张蓝
图。充分发挥特色小镇一端连接
城市，一端连接乡村的功能作用，
产城之间、城乡之间融合发展迈出
新步伐。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国
际设计周永久会址正式运营，台湖
演艺小镇精品酒店完工投用，宋庄
艺术创意小镇正在成为艺术淘宝
地和网红打卡地，台马组团深度融
入经开区发展，潞城、西集、漷县、
永乐店、于家务等特色小镇发展活
力持续释放。

国际知名企业先正达集团等
一批龙头项目入驻国际种业科技
园，特色农业、科技农业蓬勃发
展。农文旅融合深入推进，乡村精
品民宿吸引大量游客。在全市率
先实现生态林全部移交集体林场
养护，永乐店、西集等8个示范性集
体林场加快建设，带动绿岗就业
6000余人；潞城、漷县、于家务试点
探索林下经济多元化发展模式，有
力推动了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美丽乡村建设压茬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综合排名稳居全市前列。

高精尖产业结构加快构建

坚持高质量发展，高精尖产业
结构加快构建。城市副中心聚焦

“3+1”主导功能，高精尖产业加快
聚链成群、蓄能成势。商务服务功
能不断强化升级，总部经济规模进
一步壮大，中石油华北新能源等
32 家优质央企、市属国企注册落
地，北银理财、招商信诺等 36个金
融项目成功落地，金融机构存贷
款余额增速在全市名列前茅，金
融业实现增加值和区级税收占比
均超过 10%。

环球主题公园溢出效应加快
显现，城市大道入选国家级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全区文体娱
乐业收入同比增长185.2%。

科技创新引擎动能更加强劲，
率先出台“元八条”等支持政策，蓝
色宇宙等150家企业落地张家湾设
计小镇，65家网安类企业入驻国家
网络安全产业园，市级重点实验室
等创新平台达到38个，一批企业成
功上市。“两区”开放阵地深入拓
展，入库项目累计落地319个，在推
外资项目数量居全市前列。深入
落实企业减负政策，“轻挑担子好
赶路”的产业发展环境加快构建，
实施系列纾困惠企措施，累计完成
减税降费 46.9亿元，“服务包”企业
扩容至 837 家，区级政务服务事项
100%实现全程网办。

城乡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坚持系统思维、基层导向，城
乡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副中
心全面吹响“基层治理年”集结号，
聚焦超大城市治理特点和副中心
工作特色，深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创建，在治理广度、深度、温
度上不断求突破。全面完成“基层
治理年”18 项任务，形成了一批有
影响力的经验和品牌。

深入开展动静交通疏堵综合
治理，交通秩序不断改善，通行效

率持续提升。坚持深化疏整促专
项行动，“基本无违法建设区”取得
显著进展。以接诉即办、未诉先办
为抓手，第一时间听民意、察民情、
解民忧，实施 439 个小微项目惠民
生工程，用见面促“解决”，用实干
换“满意”，两个治理类乡镇实现
退出。

持之以恒抓好两个“关键小
事”，物业服务更加精细高效，垃圾
分类示范片区实现全覆盖。发布
实施智慧城市规划等 28 个标杆示
范项目全面铺开，新增 5G基站 330
个，数字基底不断夯实，“文明数
治”管理平台在全市率先实现“一
网统管”。坚持高位统筹，注重条
块结合，立体式推进全国文明城区
常态化创建，副中心的文明底色更
鲜明、更浓郁。全国法治政府建设
示范区创建成功。

强化优质公共服务供给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人民生活更有品质、更加幸
福。城市副中心围绕“七有”目标
和“五性”需求，强化优质公共服务
供给，织密民生保障网络，群众美
好生活的基石更加稳固。

北京景山学校通州分校等一
批新校投入使用，“幼有所育”连续
三年全市第一。教师交流轮岗常
态化开展，“双减”政策深入推进，
一体化、集团化办学体系加快形
成。通州妇幼成功晋级全市区县
级首批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友谊
医院通州院区二期等一批优质医
疗项目加快建设，27处急救站点建
设完工。

深入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三庙一塔”等重点区域提升改造
工程全面完成，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创建具备迎检条件。高水平举
办赛艇大师赛等品牌赛事活动。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促进城乡劳动
力就业 2.4 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
率达到96.2%。新增养老床位3429
张，162 家养老驿站基本实现社区
居家养老全覆盖。全面落实社会
救助各项政策，稳步推进参保扩
面，全力实现应保尽保。强化职住
平衡，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2.9
万套，居全市第一。

全面推动城市发展绿色转型

坚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国家
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城市副中心聚焦绿色产业培
育、绿色能源供给、绿色生态建设，
全面推动城市发展绿色转型。绿
色金融加快发展，首支百亿规模绿
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等一批首创
性金融项目实现落地，成功入选首
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试点
地区和林业碳汇试点城市，绿交所
成交额突破 32 亿元。注重源头减
碳，全市功能规模最大的再生水源
热泵项目获批立项，国际财富中心
光伏项目实现并网发电，低碳能源
供给体系加快构建。

生态环境持续优化，PM2.5 累
计浓度降至 34 微克/立方米，四项
大气主要污染物浓度均创历史新
低，国市控考核断面水质全部达
标，164公里绿道实现贯通，国家森
林城市创建成功，蓝天常伴、碧水
常清、水岸常绿的生态美景成为百
姓最普惠的福祉。

城市副中心保持生机勃发态势

（上接1版）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
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廊坊
至石家庄至邯郸东首发G7805次，
从廊坊站始发旅客559人。

值得关注的是，京张高铁运输
能力获得进一步统筹，增开清河至
怀柔北市郊列车 2对，方便通勤旅
客出行。为了方便民众到北京山
区旅游及日常出行，增开 S521/2、
S523/4次两对市郊铁路列车，列车

经京张高铁、京通线运行。
本次运行图调整，“轨道上的京

津冀”发展红利进一步释放，实现高
铁出行从“通”到“畅”、从“有”到

“好”、从“基本适应”到“更好满
足”。未来，铁路部门将进一步扩大
通道规模、加密区域线路、完善路网
结构，构建覆盖广泛、结构合理、便
捷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络，为服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京唐京滨城际铁路开通在即

（上接1版）

大营村文化广场不仅将现状台阶更新为塑木材质大营村文化广场不仅将现状台阶更新为塑木材质，，还增添了遮阳廊架还增添了遮阳廊架。。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冰雪亲子乐园打造出专属稻田迷宫冰雪亲子乐园打造出专属稻田迷宫，，趣味十足趣味十足。。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