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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打造高品质产业生活空间
疏解市场转型升级

专题

湖光潋滟、鸟语花香、春意盎
然，日前，记者来到位于丰台区南
苑乡大红门村新建成的久敬庄公
园，只见人们三五成群休闲散步、
踏青赏花、拍照留影、亲子游戏……
好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

“这个公园建得太好了！ 以
前想到公园遛弯要走好远的路，
现在公园就在家门口， 而且还有
很多娱乐设施 ， 真的太好了 。”
市民刘女士高兴地说。

久敬庄公园所在地原为正天
兴市场， 位于规划建设的南苑森
林湿地公园范围内， 疏解腾退后
采用 “建筑垃圾原位处置+就地
再生应用” 的模式， 对场内18万
方建筑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理， 通
过多级破碎、 分筛及除杂工序，
得到不同粒径规格的再生骨料，
并充分利用到各项园建当中。

久敬庄公园以中轴界面展现
南苑风貌， 主题是云林芳歌， 分
为云林浓荫、 彩林花溪、 缀化草
甸3个功能区。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里还建设了篮球场、 乒乓球场
等多种活动场地， 以满足周边居
民活动需求， 通过塑造局部微地
形， 形成四周高、 中部低的山水
环境， 利用拆除建筑的坑底恢复
了地块内的历史水系———老丁乾
泡子， 为逐步恢复南苑历史一河
一泉三泡子的水系景观 “打底

儿”， 重现南苑水草丰美的水淀
景观， 摇身成为了 “网红打卡”
公园。 “变化太大了！ 以前脏乱
差， 现在美如花。 我要给政府点
赞！” 正在拍照留影的大爷竖直
大拇指说。

“自从改造成公园后， 我们
出门就有休闲活动的去处， 真的
太好了！” 说到嘉囿城市休闲森
林公园， 附近的居民赞不绝口。
嘉囿城市休闲森林公园规划面积
12公顷 ， 已建成集群众文化活
动-体育活动-儿童游乐-健身休
闲为一体的城市休闲活动空间，
解决了2-3公里服务半径内没有
公园的问题， 惠及周边5个社区5
万余居民， 15分钟半径内公园受
众达15万人， 切实提升了居民的
幸福感， 真正成为了老百姓家门
口的公园。 其中， 配套建设全民
健身路径工程、 羽毛球场、 乒乓
球长廊、 篮球场、 儿童娱乐区，
面积达3000平方米， 修建健身步
道700米， 非常受居民欢迎。

嘉囿城市森林公园的前身是
北甲地综合市场， 有五金百货服
装鞋帽和小餐饮商户近300户 ，
出租房屋较多， 流动人口多， 涉及
马家堡街道及南苑乡管辖范围，
权属复杂， 环境脏乱差， 居民多
次上访反映希望拆迁。 随着疏解
整治促提升深入开展， 南苑乡牵
头疏解了北甲地综合市场和小商
户， 一期共腾退空间6公顷， 为
嘉囿公园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丰台区还采用 “绿·动” 融
合模式， 改变以往公园、 运动场
各自为战的局面， 在27个新建公
园绿地内建设体育设施， 有效整
合了城市空间， 缓解了健身场地
空间不足的问题， 受到群众的一
致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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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市场210家； 疏解一般性制造业企业360家， 疏解仓储物流基地14家； 完成丽泽、 木樨园2家长途
客运站的疏解。 据了解， 丰台区经营秩序整治和环境秩序整治类任务已全面实现动态清零。 “十三五”
时期， 丰台区紧紧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 “牛鼻子”， 坚持 “内部功能重组与向外疏解转移双向发力”，
立足治理 “大城市病”， 深化疏解、 强化整治、 优化提升， 严格落实责任主体， 狠抓落实， 坚定有序推进
各专项任务， 在疏解中谋发展、 促提升， 通过疏解拆违， 全区推进产业 “腾笼换鸟”， 修补城市功能取得
了明显成效。

4月16日下午， 北京公共交
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客运分
公司的金女士来到丰台区新址政
务服务中心5层社保专区， 为企
业员工更改缴费人员类别。 取到
网上预约号后不到10分钟， 金女
士就完成了业务办理。 “我们公
司征地 ‘农转非’ 人员较多， 需
要及时办理缴费类别更改， 社保
大厅搬到这， 环境更宽敞舒适，
服务也更高效。 刚看到同一层还
有医保中心， 其他层还有综合业
务、 税务、 户籍的大厅。 以后来
一个地方， 就能办企业的各种业
务， 办事更方便了。”

如金女士所说，4月12日，丰
台区社保中心正式迁入新址政务
服务中心5层（南苑路7号），可办
理开户、变更、增减员、退休、社保
卡补换等原社保中心全部业务。
区医保中心也即将迁入，医保、社
保业务实行同层办理， 最大限度
便利企业群众办事。

“真的太贴心了！” 区婚姻
登记中心、 婚孕检中心也陆续迁
入新中心3层。 记者走进去发现，
不同于其他办事区域的开放格
局， 婚登服务窗口都为私密小房
间， 服务区、 等候区的橙、 红座
椅两两相靠， 气氛温馨。 颁证厅
设计独特 ， 分为中西式不同风
格， 中式厅大红灯笼高挂， 喜气
洋洋； 西式厅蓝白花柱相间， 端
庄典雅， 为对对新人提供不同风
格的颁证仪式， 免费拍照录影，
记录美好时光。

此外， 同层的婚孕检中心设
有超声、 放射检查室、 采血室、
检验室等空间， 可提供优生健康

教育、 体格检查、 临床实验室检
查、 影像学检查、 风险评估、 咨
询指导等25项服务， 非常便民。

据介绍， 丰台区新址政务服
务中心和图书馆项目立足首都商
务新区， 是南中轴地区首个利用
“疏整促” 腾退空间转换为政府
便民利企服务空间的试点项目。
2019年， 丰台区利用原主要从事
服务批发业态的福成服装大厦，
改造建设丰台区新址政务服务中
心及区图书馆 ， 打造集党群服
务、 政务服务、 文化服务、 法律
服务、 公共服务、 综合宣传于一
体的综合城市空间。

丰台区政务服务局副局长朱
凯锋表示， 他们在新址中心设计
施工和对外服务中 ， 一直坚持
“开放、 融合、 共享、 智能、 绿
色” 的理念。 最大限度聚合全区
的政务服务事项、 审批部门和业

务人员， 实现空间、 事项、 人员
的多维融合。 为企业群众提供更
加便利智能的全聚合、 一站式政
务服务， 中心的一层为综合业务
受理区 ， 可办理企业开办 、 变
更、 注销、 建筑许可、 医师资格
等业务； 二层为不动产交易、 户
籍专区， 实行不动产、 税务、 户
籍业务联办； 三层为出入境、 婚
登、 婚孕检专区； 四层税务专区
可办理全部区级涉税事项； 五层
是社保、 医保专区； 六层为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 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 智慧政务运营中心等。 待4
月底各分中心全部入驻后， 将汇
聚全区45个部门的1300余名审批
及窗口人员， 办理1700多个政务
服务事项。 同时， 区党群服务中
心、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图书
馆与政务服务空间深度融合， 将
实现功能叠加， 多维服务。

2000平方米的中央超大草
坪， 8栋百年文物建筑， 150余家
文化科技企业， 北京大学思政教
育基地……低密度建筑、 大面积
绿化， 配上极具艺术气息的园区
布置， 一进入二七厂1897科创城
就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 百
年二七厂成功转型成为北京西南
一处品牌文化园区。

丰台区文促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随着“疏解整治促提升”专

项行动的开展， 丰台区许多老旧
厂房“腾笼换鸟”，转型发展文化
产业。其中，二七厂1897科创城在
保护利用好百年老厂留下的大量
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和工业遗迹
的同时，聚焦文化+科技产业，充
分整合文化资源， 将其打造成传
统与现代风格兼具的产业发展空
间。

二七厂1897科创城项目坐落
于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杨公庄1

号，西南五环外，永定河西岸，总
占地面积约46万平方米， 现有建
筑面积20.87万平方米，拥有文物
建筑8栋、工业厂房30栋，其他厂
房56栋，绿化率达到31%。 2019年
10月18日， 二七厂1897科创城启
动区正式开园， 占地6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

据悉， 二七厂1897科创城是
在二七机车厂 （以下简称 “二七
厂”） 厂址上改造建设。 二七厂

用好疏整促空间
丰台区新址政务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利企便民服务

聚焦文化+科技产业
百年二七厂“腾笼换鸟” 华丽转型特色文化园区

前身是始建于1897年的卢保铁路
卢沟桥机厂。 二七厂所在的长辛
店是历史悠久的古镇， 是京汉铁
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策源地， 是
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摇篮，
被誉为 “北方的红星”， 是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
早期实践地， 对中国革命产生了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
后， 二七厂为铁路工业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第一台内燃
液力传动车就在这里诞生。

2017年， 二七厂按照疏解非
首都功能的要求， 退出机车制造
业， 联合青旅文化产业发展 （北
京） 有限公司共同合作， 在保护
历史文化和建筑的同时， 通过对
旧厂房、 库房、 办公楼等更新改
造， 导入新产业、 新模式、 新业
态、 新功能， 打造二七厂1897科
创城项目， 实现了百年老厂的转
型发展。

“园区在改造过程中， 一方
面保留原有特色建筑空间及设
备， 作为百年老厂的历史标记和
文化符号； 一方面使用新艺术、
新材料， 构建不同建筑的标识，
使建筑本身的变化成为园区外在
艺术化的一大亮点， 既保留了工

业遗存和工业风貌， 又加入了现
代设计的艺术风格， 园区在2019
年被纳入北京市老旧厂房拓展文
化空间试点项目， 于2020年入选
首届北京网红打卡地。” 科创城
负责人介绍， “截至2021年3月，
二七厂1897科创城启动区已有
150余家企业入驻， 其中包括两
个清华大学成果转化项目以及大
量文化类、 科技类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 二七厂1897
科创城深入挖掘区域红色文化资
源，在区教委、区文旅局等部门的
支持下， 打造红色思政课程体系
与红色旅游线路， 传承红色文化
基因。 在区文促中心的协调与统
筹之下，2020年，园区与北京大学
工学院共建二七厂1897科创城思
政教育基地， 并迎接了第一批北
大学生到科创城接受思政教育。

据二七厂1897科创城相关负
责人介绍， 未来， 二七厂1897科
创城将继续坚持保护和开发并
重， 传统与现代深度融合， 怀旧
与时尚并存的建设原则， 努力打
造有底蕴的文创基地、 有传承的
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有情怀、 有
故事、 有凝聚力、 有创意空间、
有广阔前景的品牌文化园。

市场升级变公园
“以前脏乱差，现在美如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