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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

一年过半北京百个民生项目进展如何？
今年以来， 北京市投资实现

较快增长， 最新数据显示， 1-5
月全市完成建安投资同比增长
25.3%， 建安投资增速居全国首
位。 建安投资较快增长， 得益于
北京市坚持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
理念， 聚焦精准有效投资即建安
投资、 聚焦重大项目带动。 今年
本市谋划实施了 “三个一百” 市
政府重点工程， 即集中精力推进
100个基础设施、 100个民生改善
和100个高精尖产业项目。 记者
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其中，
100个民生改善项目主要包括政
策性住房、 教育、 医疗、 养老 、
文化、 体育、 绿化等领域， 上半
年有24个项目实现开工 。 这100
个功能性强、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重大民生改善项目表现突出，
全年计划完成建安投资475亿元，
1-6月完成建安投资261亿元， 完
成进度达到55%， 实现 “时间过
半、 任务过半”。 7月10日， 记者
来到部分民生改善项目， 了解其
进展情况。

【探访】
安贞东方医院2023年运营

在100个民生改善项目中包
括医疗领域的相关项目， 这其中
就包括北京安贞东方医院建设项
目。 朝阳东坝地区周边人口40余
万， 附近缺少大型综合医院。 据
了解， 北京安贞东方医院将建成
为以治疗心肺血管疾病为重点的
三甲标准的非营利性综合医院，
有利于推动优质医疗服务资源的
均衡布局， 提高东坝及周边地区
医疗服务质量， 便利当地居民看
病就医。

探访中， 记者还了解到， 这
家正在建设的医院还是全国首个
“特许经营” 社会办医项目。 该
项目是本市重点项目， 总投资约
30亿元 ， 总建筑规模21万平方
米， 设置800张床位。

医院建成后将集医疗 、 教

学、 科研、 国际交流为一体。 目
前， 项目已取得开工全部手续。
今年5月份正式开工建设 ， 2023
年正式开业运营。 安贞医院将派
出专家团队参与医院的建设、 运
营和管理。

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实验
学校2021年底竣工

关于教育领域的建设项目，
记者探访到其中的北京教育学院
丰台分院实验学校建设项目的进
展情况。 据了解， 该项目位于北
京市丰台科技园区东三期1516-
69、 1516-73地块 ， 南四环外 ，
地块北侧为五圈路， 南侧为五圈
南路， 东侧是四合庄二号路， 西
侧临四合庄西路。

据介绍， 项目总建设用地面
积为29300平方米 ， 新建总建筑
面积为49174平方米 ， 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为26264平方米 ， 地下
建筑面积为22910平方米 。 项目
建设内容包括 ： 教学及辅助用
房、 办公用房、 生活服务用房、
教师培训用房等， 项目同步实施
与之配套的红线外市政接入工程
和包括操场、 绿化工程等红线内
室外工程。

项目建设 12个教学班的小
学， 可以满足周边480名小学生
入学需求。 建设24个教学班的初
中， 可以满足学校周边960名学
生入学初中的需求。 项目还建设
教辅中心一处， 设置了面向全区
的教师培训场所。 据了解， 该项
目计划2021年底竣工。

潮白河森林生态景观带
2020年完工

按照副中心绿规构建 “两带
一环一心” 的总体构架， 在通州
与北三县之间规划了一条宽度不
小于3公里， 长度约50公里， 总
占地面积约320平方公里的 “东
部生态绿带”。 潮白河森林生态

景观项目为东部生态带上的重要
项目。 据介绍， 这个项目2017年
开始分三期进行建设。 今年实施
的是第三期 ， 将新增林地面积
16668亩， 与原有12156亩平原造
林相连接， 总面积达到3万亩。

值得一提的是， 潮白河森林
生态景观带建设工程突出强调生
态功能， 整体构筑大尺度的平原
森林、 河流湿地生态背景， 形成
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 起到水源
涵养、 区域气候调节、 生物多样
性等作用。 那么这个景观项目中
有哪些设计理念？ 探访中， 记者
也得到答案。

据了解， 项目打造森林生态
系统 ， 营造近自然森林群落结
构。 进行大面积异龄复层种植 ，
形成壮观且丰富的彩林观景区、
百亩秋季色叶林 、 百亩春花林
等。 此外， 通过绿道系统串联主
要的林窗节点， 为游客提供多样
便捷的游憩体验。

关于项目的进展， 工作人员
介绍， 潮白河森林生态景观带建
设工程分三期建设。 其中， 项目
一期工程位于宋庄镇， 目前已基
本完成新增地块苗木栽植工作，
正在进行苗木补植及土建施工，
预计于今年8月完工； 项目二期
工程位于潞城镇、 西集镇两个乡
镇， 目前已基本完成新增地块的
苗木栽植工作， 正在进行苗木补
植及土建施工， 预计于今年年底
完工 ； 项目三期工程位于宋庄
镇、 西集镇， 项目已与今年3月
完成施工招标启动实施， 目前正
在进行苗木栽植工作 ， 预计于
2020年7月完工。

潮白河森林生态景观带建设
工程建成后将形成休闲节点与多
彩森林有机结合的林地游赏系
统， 周边村庄分布较多， 同时与
通州区多条主要道路相衔接， 营
林的同时形成若干休闲节点， 保
证林地在具备地域生态功能的同
时兼顾可游可赏的游憩功能。 同
时， 该项目作为东部生态绿带的

主要组成部分， 将有效推动与北
三县地区生态协同发展。

【进展】
百个民生改善项目实现

任务过半

据了解， 上半年市政府重点
工程支撑了全市近五成的建安投
资体量。 年初， 北京市为300项
市政府重点工程设定了支撑全市
建安投资三成以上的 “小目标”，
目前看支撑比例接近五成， 对全
市投资的支撑作用明显。 完成进
度连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市政
府重点工程加快建设 ， 2月 、 3
月、 4月及5月投资完成进度分别
为11.3%、 19.3%、 31.9%及45%，
1-6月已达到59.8%， 完成进度均
为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此外， 项目开工数创历史新
高。 1-6月市政府重点工程实现
新开工项目48个， 比去年同期增
加20个。其中，原计划下半年开工
的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
施、朝阳医院东院、回龙观医院科
研教学康复楼、 海淀北部新区能
源互联网示范项目、 北京奔驰汽
车制造升级改造建设项目、 延庆
综合交通服务中心 （公交停保中
心） 等6个项目实现了提前开工。
对市级重大专项（行动计划）支撑
作用显著。 300项市政府重点工程
中涉及城市副中心、 城市南部地
区、 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建设提升
等行动计划及重大建设任务的项
目共177个、 占重点工程总数的
59%，当年计划完成建安投资1014
亿元，1-6月相关项目合计完成建
安投资624亿元、完成全年任务的
六成以上， 有力支撑了各市级重
大专项的推进实施。

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
到， 上半年300项市政府重点工
程总体进展顺利， 有效支撑了全
市投资增长。 其中100个功能性
强、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
生改善项目表现突出， 全年计划

完成建安投资475亿元， 1-6月完
成建安投资261亿元， 完成进度
达到55%， 实现 “时间过半、 任
务过半”， 包括5所学校、 5家医
院、 7个公园在内的24个民生改
善项目在上半年相继实现开工，
东 小 口 城 市 休 闲 公 园 已 竣 工
投用。

其中， 政策性住房有效供应
不断加大。 2019年计划筹集建设
政策性租赁住房5万套， 1-6月共
完成2.5万套 ， 完成年度任务的
50%。 全年计划筹集建设政策性
产权房6万套， 1-6月共完成4.55
万套， 完成年度任务的76%。

体育领域重大项目加快建
设。 国家游泳中心冰壶馆、 国家
体育馆等冬奥会北京赛区改造场
馆已经全面开始改造， 首钢滑雪
大跳台中心和五棵松冰上运动中
心计划年内完工 ； 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 ” 幕墙玻璃正式启动
吊装。

市域绿色生态空间持续扩
大。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任务累计
完成18.5万亩， 完成全年任务的
80.5%； 京津风沙源二期工程各
区项目基本进场， 温榆河公园朝
阳示范区、 石景山景观公园、 丰
台区北天堂公园建设工程、 旧宫
西毓顺公园工程、 新安公园等城
市公园集中开工。

教育医疗疏解项目全面开工
建设。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
商大学新校区加快建设， 北京电
影学院怀柔校区一期工程正在进
行装修施工， 北京学校小学部进
入室内装修收尾阶段； 朝阳医院
东院等三甲医院项目开工建设。

文化及养老领域项目有序推
进 。 城 市 副 中 心 剧 院 、 图 书
馆 和 首博东馆绿心三大建筑已
取得设计方案审查意见函， 正在
全力推进勘察设计和土护降招标
等前期手续办理； 北京国际戏剧
中心扩建工程项目开工建设； 西
城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主体结构
已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