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记者近
日从怀柔区获悉， 今年，《怀柔科
学城规划 （2018年至2035年）》将
发布实施。

据怀柔科学城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伍建民介绍 ，2020年怀柔科
学城要高标准推进城市规划设计
和落地实施，加快构建多维度、全
方位支撑保障科学城发展的城市
形态，高标准抓好城市规划设计。
牢牢把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怀
柔科学城规划、 怀柔分区规划的

关系， 全力打造高品质城市。《怀
柔科学城规划 （2018年至 2035
年）》即将印发；《怀柔科学城科学
规划》正在实施，怀柔科学城控制
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导则，以及
综合交通等系列专项规划也将于
今年编制完成。

此外，怀柔科学城的5个大科
学装置将在2025年前全部建成投
用。其中，2020年，综合极端条件
综合装置基建竣工， 大多数科研
设备能够进场安装调试， 一部分

模块能够实现试运行 ，2022年将
投入运行。

今年， 怀柔科学城 “城市客
厅”也将开建。伍建民介绍，怀柔
科学城将引入国际化设计元素 ，
对重要区域、 重要节点的建筑设
计方案将面向全球征集。以“城市
客厅”为例，在怀柔科学城起步区
占地356亩的“城市客厅”地块，主
要包括酒店、公寓、研究型学院、
办公商业、文化、公共休闲，以及
科技服务业和科技产业。

“城市客厅”将开建 5个大科学装置2025年前全部建成

怀柔科学城规划今年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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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优化营商环境每年为企业“减费”2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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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 市发改委主任谈绪祥做客
《市民对话一把手》 栏目时透露，
优化营商环境两年来， 北京在办
事流程上做 “减法”、 在优化服
务上做 “加法”， 让企业和百姓
办事实现方便办、 加快办、 省钱
办。 本市推出的一系列减费举措
降低企业成本， 每年直接为企业
节省经营成本20亿元。

据介绍，截至去年12月，市级
54个部门996项政务服务事项进
驻服务大厅办理， 市级大厅事项
进驻率达到90%；目前70%的政务
事项可在综合窗口办理；去年市、
区两级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90%
以上；638项高频事项实现 “最多
跑一次”或者“一次不用跑”。

谈绪祥介绍，目前，本市已全
面取消了办事材料的兜底条款，

并且在工商登记、跨境贸易、税务
办理等多个领域实现了 “容缺容
错”办理，材料少了可以后补，信
息错了可以现场改， 大大提高了
企业和老百姓的办事效率。

在地方权限范围内， 北京顶
格实施了国家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去年为企业减负1800亿元；同
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减费举措降低
企业成本， 通过推行开办企业免

费刻制公章， 小微工程供水、供
电、供气“三零”服务，建设工程招
标全过程电子化等， 大概每年直
接为企业节省经营成本20亿元。

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北
京推出一批改革创新举措。比如，
“服务包”制度坚持普惠性政策和
“精准”服务相结合，截至2019年
底， 市区两级共为1624家企业送
去“服务包”，为企业制定服务措

施5357项， 解决企业提出的各类
问题和诉求3698项。

据了解， 为有效提高小微企
业、民营企业首贷可获得性，本市
启动了全国首家首贷服务中心建
设工作，将于今年3月底在市政务
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重点服务民
营、科创和小微企业，第一期预计
进驻11家银行， 企业办理贷款届
时可以“货比三家”。

全国首家首贷服务中心今年3月底将在市政务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北京公
交集团将于17日发行鼠年生肖纪
念车票， 此次发行的生肖纪念车
票主题为 “福鼠贺岁 ”“瑞鼠迎
春”。2020年鼠年生肖纪念车票一
套共2张，每张纪念车票票价2元。

纪念车票将在部分有人售票
线路上发售， 与日常公交车普票
购买方法一致， 乘客上车时按照
所乘线路现行票制票价购票，下

车时接受乘务员检票， 车票当日
当次车有效。因数量有限，纪念票
售完为止。 具体发售线路 ：938、
810、805、924、816、817、930、927、
F68、 983、 839、 917、 917快 、
937、 842、848、840、856、915、945、
852、918、942快 、850、850快 、855、
944、 939、 989、 935快 、 973、
916、970、980、883、870、966、982、
921、932、890、941、977、977快。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记者近
日从石景山区获悉， 高井路社区
成功创建为全市首家冬奥社区，
今年将基本完成冬奥特色景观的
提升改造。

石景山区是北京冬奥组委、
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比赛场地、国
家冬训中心的承载区。 截至2019
年，国家冬训中心短道速滑、花样

滑冰、 冰壶、 冰球训练馆全部完
工，国家队入驻并上冰训练。

2020年， 高井路社区将基本
完成冬奥特色景观的提升改造，
建设冬奥休闲文化广场、 冬奥文
化活动中心等区域冬奥主题地
标， 完成高井沟注水及河道生态
修复和景观提升，打造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有冰雪特色。

石景山高井路成全市首个冬奥社区

门头沟永定河段将呈现百里山水画廊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门头沟区获悉， 门头沟区
将启动永定河山峡段综合治理与
生态修复工程，还将增加3处湿地
景观， 两年时间打造京西水草丰
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山水生
态廊道。 目前永定河山峡段综合
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已开工。

门头沟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永定河综合治理工程将永
定河划分为水源涵养区 （三家店
以上）、平原城市段（三家店—梁
各庄）、平原郊野段（梁各庄—屈
家店）、滨海段（屈家店—防潮闸）

等4个区段。其中山峡段治理长度
110公里，未来2年，通过对永定河
的整体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永
定河将恢复成为“流动的河、绿色
的河、清洁的河、安全的河”，再现
河道清水长流、湖泊荡漾涟漪、沿
岸绿树连绵、 城乡山川相融的自
然山水风貌， 初步形成永定河绿
色生态河流廊道。

据了解， 永定河生态修复工
程还将提高沿线雁翅村、 下马岭
村、河南台村、东王平村、丁家滩
村和水峪嘴村6个村防洪标准。此
外 ， 每年还将回补地下水1.5亿

方， 逐步恢复玉泉山地区的岩溶
水位， 这次综合治理将在两年内
完成。届时，门头沟永定河段将为
市民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百里生态山水画廊。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东城区龙潭街道2020年 “共建守
初心、携手担使命”党建协调委员
会新春联谊暨地区“两新”党组织
主题教育活动在街道党群服务中
心举办。 活动采用活泼新颖的方
式，将党建知识学习贯穿其中。

本次活动分为 “共守初心”
“欢聚一堂”“携手同行” 三个篇
章。通过红色歌曲、舞蹈、朗诵、原
创话剧、趣味互动等节目，激励各
层级党员在新的一年继续 “守初
心”，团结起来为龙潭地区的发展

“担使命”。
活动中， 开场视频带大家回

顾了2019年龙潭地区党建工作取
得的成绩。“两新” 组织党支部带
来的开场歌曲 《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 让人回想起了那段硝
烟弥漫的开拓岁月，诗朗诵《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体现了党组织严
格自我要求的政治素养。 党员知
识问答、猜龙潭地标、泥彩塑兔儿
爷和剪纸等非遗技艺展示穿插其
间，让大家重温了党史知识、龙潭
美景、老北京传统文化。 于佳 摄

近日， 通州区永顺镇与区政
法委、 气象局联合在潞苑嘉园北
门口， 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 据了解， 去年永顺镇举办了
“宪法进万家” “六个一” 特色
精品普法进校园、 “综合普法百
日行” 等活动。 其中， “综合普
法百日行” 活动覆盖了全镇47个
村 （居） 及相关单位， 累计受教
育人数3万余人。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陈海啸 摄影报道

送法进万家

鼠年公交纪念车票本周五起发售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记者近
日从平谷区获悉， 今年将安排财
政资金3000万元扶持种植业。

据介绍， 平谷为促进种植业
升级 ，制订了 “建 、改 、优 ”“包规
划、包标准、包设计、包材料、包验
收”“给奖励”的“三策五包一奖”
种植业设施升级改造奖励政策，
明确 “三策五包一奖” 的奖励内

容，精准制定产业提升政策。
政策内容为对设施修复给予

不超过总体投入的60%奖励， 其
中 操 作 间 重 建 及 修 复 最 高 奖
励0.8万元/个、 老旧设施最高奖
励6万元/亩，并免费使用再生砖；
新建、 重建高标准农业设施给予
不超过50%奖励， 最高奖励不超
过15万元/亩。

龙龙潭潭街街道道主主题题教教育育活活动动学学党党史史守守初初心心

南苑街道百姓宣讲员讲述岗位奉献故事
本 报 讯 （ 通 讯 员 史 莉 ）

“小小站台是片天， 文明引导不
简单； 迎来送往八方客， 宣传疏
导尽职责……” 昨天， 丰台区南
苑街道党群活动中心传来阵阵快
板声， 来自街道机关、 社区、 幼
儿园、 文明引导队的9名 “南苑
故事百姓宣讲团” 宣讲员， 围绕
“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 ” 主题 ，
讲述了亲历亲闻亲为的真实故
事， 100余名辖区党员干部群众
现场聆听。

在宣讲现场， 90后机关包片

干部常思淼宣讲的 《四小路上的
风景》， 讲述了街道、 社区工作
人员大走访大入户， 把群众的呼
声作为行动的哨声， 打通接诉即
办快速通道， 居民家门口坑洼便
道变平整， 四小路从糟心路变舒
心路的蜕变； 机场社区军嫂李倩
宣讲的 《军嫂撑起社区不一样的
天空》， 讲述了她自己的 “军嫂
公主梦”， 也道出了千千万万军
嫂的心声； 西新华社工刘冰宣讲
的 《致敬奋战在棚改一线的 “螺
丝钉”》， 讲述了南苑棚改人坚守

为民谋福祉的初心， 棚改干部主
动作为， 以实干之风圆南苑棚改
居民 “上楼梦” “安居梦”。

“百姓宣讲就是要给听众带
来对 ‘初心 ’ 的唤醒 、 对 ‘使
命 ’ 的坚持 、 对建设成就的认
可、 对砥砺前行的坚定。” 南苑
街道党群工作办公室相关工作人
员说。 下一步， “南苑故事百姓
宣讲团” 还将依托12个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 ， 进社区 、 进学
校、 进部队、 进企业， 引导群众
知党情、 记党恩、 跟党走。

平谷今年投3000万元扶持种植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