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副中心新增亿元以上企业200家

□本报记者 周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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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今年加快75个年度项目建设

□本报记者 赵思远

东铁匠营居民自治新路径实现小区“大变身”
□本报记者 盛丽

1月12日， 记者从昌平区第
五届人代会第八次会议上了解
到， 今年新一轮 “回天计划” 即
将启动， 加快回龙观体育文化公
园等75个年度项目建设， 推动自
行车专用路东拓等33个项目建成
投用。

交通拥堵、 潮汐通行， 公共
服务欠账多 ,曾是 回 天 地 区 的
“痛点”。 2020年， 随着一批标志
性项目落地， 城市硬件设施提档
升级 ， 城市修补更新提质见效 ,
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稳步提
升。

每个工作日早上7点半， 回
龙观科星路上， 进城的车流熙熙
攘攘。 市民王乙星登上公共汽车

便戴起耳机学英语 ,他说 ： “自
打这条路通车 ,我不再开车绕行
了 ,每天在公交车上 ‘充充电’ ,
还能比以前早半小时到公司 。”
科星路作为林萃路北延 ,是连接
“回天地区” 和北京主城区的重
要通道 。 早在2009年 ,大部分路
段就已建成通车， 唯独中间930
多米成为 “断点”。 2020年6月30
日 ,在多部门持续努力之下 ， 林
萃路全线通车 ， 分流京藏高速
40%的车流， 上班通勤时间至少
缩短30分钟。 目前， 回天地区出
行效率越来越高 。 “如今出行 ,
无论是自驾、 搭乘公共交通还是
骑行， 路越走越顺。” 这成了回
天居民的共同心声。

与此同时， 回天地区医疗资
源得到补充优化。 中西医结合医
院年内竣工， 今年投用； 积水潭
医院回龙观院区、 清华长庚等三
甲医院扩建工程正加快推进； 霍
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投
用后， 家庭医生重点人群签约率
已超过94%， 公共卫生三级服务
体系逐步健全。

努力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享
受优质教育资源的目标正在实
现。 2020年9月 ,中国人民大学附
属中学昌平学校新校园正式投
用。 清华附、人大附进驻回天 ,梦
想照亮2000余个家庭。 64家民办
幼儿园、社区办园点转普惠，提供
普惠制学位1.8万个。 清华附小天

通苑校区、清悦幼儿园等4所学校
开学， 补充学位近3000个。

职住平衡方面， 回天地区唱
响与未来科学城联动发展的 “双
城记”， 打造10公里半径就业服
务圈和 “回+” 双创社区品牌,助
力居民就近就业创业 。 “回+”
双创社区获评全国职住平衡双创
样板， 开展社区化招聘50场次 ，
提供就业岗位3.98万个 ， 119个
社区创建充分就业社区。

据悉， 截至2020年底， 回天
3年行动计划建设117个项目全部
开复工， 累计完工62项， 民生短
板持续补齐 ， 城市保障能力增
强。 经第三方满意度调查显示，
近9成被访居民感到回天地区生

活环境和配套设施提升效果显
著， 居民安全感稳定且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

昌平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
做好两轮行动计划无缝衔接 ，
2021年共安排重点项目75项， 其
中续建54项、 新建21项。 包括力
争竣工投用和谐家园西侧幼儿
园、 文华路、 天北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等一批项目。 此外， 自
行车专用路将进一步向东拓展，
项目起点为良庄西街， 向东打通
断头路至林萃路， 全长约800米，
计划于2022年完工。 回龙观体育
文化公园南部场馆建设工程也正
稳步进行， 目前已完成土护降施
工， 计划2023年竣工。

新一轮“回天计划”将启动

近日， 记者从通州区市场监
管局获悉， 去年， 区市场监管局
通过科学谋划、 精准施策， 全面
释放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红利， 用
优质服务换取企业稳定发展空
间， 助力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
发展。 据了解， 2020年， 通州区
共新设市场主体19610户 ， 同比
增长8.99%， 其中新设亿元以上
企业200家， 同比增长6.95%， 增
量分别位于全市第三位和第四
位， 市场主体总量首次突破18万
大关， 达到了182600户。

2020年4月 ， 通州区市场监
管局针对企业在设立、 经营和发
展等全生命周期存在的痛点、 堵
点和难点问题， 主动探索、 广泛
调研、 深入研究， 在全市率先出
台了 《贯彻落实 〈北京市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 促进副中心发展的
实施意见》， 从市场主体登记便
利化、 促进产业高质量提升、 加
强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 实施公
平审慎的市场监管等8个方面制
定了27项具体的工作举措， 成立
由局长任组长的营商环境工作领
导小组， 全面统筹市场监管领域
的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 “首
先是去年2月全面施行了告知承

诺制， 依市场主体信用承诺自主
申报登记事项， 登记机关实行形
式审查即时通过。 截至目前已有
6万多家市场主体通过告知承诺
办理了登记注册业务， 占到全部
业务量96%以上 。” 登记注册科
科长王禹清说： “同时， 我们还
继续开展内部挖潜， 最大限度地
压缩办事时限， 全面推行了 ‘审
核合一’ 制度， 企业变更业务和
企业开办业务共同实现了一日办
结 ， 企业登记业务全面进入了
‘一时代’。”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落户副
中心， 去年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专
门面向优质重点企业推出了一揽
子 “管家式服务”。 “我们积极
对接相关部门， 专人专门窗口服
务市级机关商业配套项目建设，
去年先后为首旅集团 、 三峡集
团 、 农银金科 、 朗清园配套商
业、 华夏银行副中心分行、 中美
绿色基金、 汇泉基金、 北京绿色
交易所等项目开辟绿色通道， 服
务26家重点企业顺利落地。” 王
禹清说。 同时， 通州区市场监管
局继续深化落实政银合作模式，
在企业登记政银直通车基础上，
帮助企业与金融服务机构建立联

系， 5家企业顺利通过专利质押、
专利质押+固定资产组合等形式
获得了4390万元银行贷款 ， 349
户企业成功申报了知识产权资助
奖励， 成功获得了1395万元奖励
资助。

此外，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专
门制定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支持
复产复工若干措施》， 为企业量
身打造了全程 “无接触” “零见
面 ” 市场准入 、 延长许可有效
期、 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免征特
种设备检验费等九个 “定制服务
包”， 并会同区相关部门建立了
重点企业项目库， 及时了解企业
在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为企
业 “开药方”、 解难题。 成立服
务专班， 为环球主题公园建设过
程中遇到的登记注册 、 食品安
全、 特种设备、 知识产权工作提
供专人 、 专业服务 。 牵头制定
《通州区集群企业注册登记的意
见建议 （试行）》， 会同区投资促
进、 税务等部门完成13家集群托
管机构认定工作， 并围绕企业设
立审批、 总量控制、 退出机制等
环节全面提升集聚区企业质量和
管理水平， 全力打造北京城市副
中心集聚区示范品牌。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见成效

丰台区东铁匠营街道蒲黄榆
路7号和11号楼建成于上世纪80
年代初， 是位于三环内的老旧小
区， 共有居民300户。 小区基础
设施逐渐老化， 道路、 墙面、 管
道等亟需修缮翻新。 不断增加的
停车需求， 致使小区出现私装地
锁、 乱停乱放等现象。 同时， 不
收取物业费的 “习惯” 也让小区
管理无法良性循环 ， 呈现失管
“疲态”。 如何规范物业管理、 提
升小区环境成为居民最为 “急难
愁盼” 的问题。

2020年7月10日， 作为东铁
匠营街道试点推进物管会组建的
16个小区之一， 蒲黄榆路7、 11
号楼物业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
开始探索党建引领下物管会 “勤
作为”， 实现小区 “大变身” 的
居民自治新路径。

小区物管会共9人， 由社区

干部和党员、 群众志愿者组成。
物管会成立之后， 制作联系卡。
通过积极入户， 建立起与居民的
联系， 引导居民对小区治理建言
献策。 与街道城管办、 社区办、
产权单位及时沟通。 小区物管会
成立5个多月以来，分别就改造后
停车规划、楼内监控安装、引入物
业等6个方面召开专题会议。最终
施划出27个停车位 （新增21个），
安装了4个充电桩，修建了自行车
棚，同时增设老年人休闲场所，配
置石桌凳和健身器材， 最大程度
满足了居民对停车、电动车充电、
健身休闲等的实际需求。 除了楼
外环境的改善，在小区楼内，物管
会与街道、 社区积极协调产权单
位，在一层墙面铺设瓷砖、每层楼
安装摄像头。丰台区蒲黄榆路7号
和11号楼小区物管会 “勤作为”，
助力小区“大变身”。

门头沟学生把麦秸秆玩出“新花样”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李执

原本废弃的麦秸秆通过巧手
制作，变成了精美的艺术品。走进
首师大附中永定分校美术教室，
一幅幅麦秸画作品挂满墙壁，泛
着金属的光泽， 这些画作全部由
美术教师王慧指导学生完成。

王慧介绍， 麦秸画起源于隋
唐时期， 把40厘米左右长度的麦
秆经过“熏、蒸、漂、刮、推、烫、剪、
刻、编、粘”等18道工序制作而成。
金属拉丝光泽是小麦秸秆这种材
质特有的属性，而且价格低廉，装
饰性也很强，也非常环保。

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王
慧不断摸索适合学生的教育方
法，研究了全国各地的民间作品、
各种现代制作工艺和流派风格，
也研究了麦秸画反映出的深刻文
化内涵。 她说：“孩子们性格不一
样，喜欢的风格也不同，老师要尽
可能提供给他们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学校是金帆书画院， 在学生
的艺术素养提升方面有一定优
势，展示的机会也比较多。麦秸画
目前一周开设了两次课， 选这门
课的孩子非常多。 ”

随着学生纷纷选了麦秸画课
程，很快又出现新情况，有的孩子
只是一时兴起报了课， 但内驱力

后劲儿不足， 怎么做才能让他们
保持住新鲜劲？ 创新才是不竭动
力的源泉。利用寒暑假期，王慧走
访了山东、 内蒙以及南方部分省
市，学校也多次邀请麦秸画大师、
非遗传承人胡建平到学校指导。
通过不断学习和研究， 她将秸秆
染色工艺引进学校课程里， 让色
彩丰富视觉感官；创新“油画颜料
过渡上色法”，使画作更加灵活多
变，不断丰富创作手法和工艺，注
入创新的强大动力， 成为课程重
要的“保鲜剂”。

作为学校特色课程， 孩子们
创作的麦秸画不仅在校园以及市
区美术作品展中进行展览， 还作
为交换礼物被美国中学生带到大
洋彼岸，成为美国家庭的装饰品。

目前， 麦秸画课程以传统题
材创作为主， 这学期王慧在十二
生肖的基础上尝试了小鸟造型创
作， 下学期还将在动物描绘方面
下功夫。王慧说：“接下来，我想有
机会利用课余时间走进社区，让
赋闲在家的居民也能接触到麦秸
画，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也能通过
自己的创作更深地理解践行垃圾
分类， 赋予传统工艺新的社会文
化含义。 ”

“现在是凌晨1点钟的石家
庄， 我开着卡车向区里运送急缺
的棉帐篷，路上空无一人，但是我
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中建二
局河北分公司“三心”志愿服务队
队员王鹏程在朋友圈中发了小视
频。 评论中的“加油！ ”“一定注意
安全！ ”“致敬逆行者！ ”让他瞬间
泪眼模糊。

年关将至， 新冠肺炎疫情再
度来袭， 河北省石家庄市全面进
入战时状态，社区封闭，全民核酸
检测， 藁城区一夜之间升级为全
国唯一高风险区域。 中建二局河
北分公司第一时间请战， 迅速组
成50余人的信心、雄心、恒心“三
心”志愿服务队，第一时间向石家
庄市委、市政府递交请战书，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 全力有序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

“给别人喊了一年加油，没想
到自己进了决赛圈。作为党员，没
什么可多说的，拼！ ”缺物资、缺车
辆、 缺司机……志愿者们开着卡
车将捐赠紧缺的药品、 棉帐篷等
防疫物资送往街道， 积极配合街
道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因为社区采取封闭政策，有
的队员无法离开本小区， 他们提
出申请， 迅速投身社区防疫工作
中， 冒着零下20℃的严寒进行24
小时测温、登记，全力配合医护人
员和社区防疫人员， 迅速完成了
社区全员第一轮的核酸检测。 “没
有这些志愿者的配合， 我们无法
想象能在两天两夜时间里完成全

员核酸检测的任务。 ”核酸检测点
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石家庄市第
二轮核酸检测已经全面开始，他
们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三心” 志愿服务队采取采
购、运输、搬卸一条龙服务，截至
目前已累计向石家庄地区政府部
门、 高速防疫工作点等送去捐赠
口罩近5万只、橡胶手套1万副、84
消毒液6000余升、 消毒酒精3000
余升、药品2800份、专用黏膜消毒
液350套、救灾棉帐篷60顶、额温
枪50支，牛奶、方便面、面包、猪肉
等食品饮料300余箱。在“三心”志
愿服务队夜以继日地奋战下，一
批又一批防疫物资送达各防疫站
点， 有效解决了社区一线防疫点
物资不足、人员短缺的燃眉之急。

中建二局“三心”志愿服务队同心战“疫”
□本报记者 马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