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机器腿带动患者在跑台
上完成大量重复的生理步态训
练， 达到脑功能重塑， 恢复患者
步行能力 ； 收到医生开出的医
嘱， 信息化药房自动使目标药物
掉落到传输带上， 随后被运送到
药师的桌前……这些充满高科技
味道的设备在朝阳区太阳宫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都能看到。

“我们是中日友好医院和首
都儿研所医联体成员单位， 逐步
形成了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 首
诊在社区、 慢病在社区、 康复回
社区的新型诊疗秩序。” 太阳宫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白勇涛介
绍说。

目前， 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设置住院床位200张， 提供
医疗、 护理、 康复、 医养结合及
住院诊疗服务， 拥有医用超声诊
断仪、 CT机、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等大型设备， 开展肺功能、 针
灸等诊疗项目2100余项。

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老年康复病区2018年12月启用，
2019年4月正式通过北京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第一批转型康复医院
验收。 2020年8月， 中心率先通
过北京市专家评定， 成为老年健
康服务示范基地， 也成为全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第一家 “老年友
善机构”， 为提高老年健康服务
能力创造了条件。

在马桶两侧安装扶手、 马桶
圈的颜色要与地板颜色形成鲜明
的对比、 餐桌的高度要能放入轮

椅……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
患者， 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还提供居家环境评估和改造工
作，细化到卧室、卫生间通道、地
面，通过智能可移动式家具，让患
者出院后能够顺利的回归生活。

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
朝阳区以 “优质服务基层行 ”
“社区医院建设” 为着力点， 建
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一个
缩影。 截至2020年底， 朝阳区共
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239个。

多年来， 朝阳区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能力，
逐步形成社区卫生机构血透服
务、 康复医疗服务、 住院治疗等
特色品牌。 目前， 在朝阳医院医
联体、 中日友好医院医联体、 垂
杨柳医院医联体， 建设完成中部
团结湖、 六里屯中心、 高碑店中
心血透室； 东部孙河、 崔各庄第
二中心血透室； 南部小红门中心
血透室。

太阳宫、 南磨房中心作为北
京市卫生健康委第一批转型康复
医院的试点单位，完成转型工作，
达到二级康复医院标准。2019年7
月， 六里屯中心成立呼吸机依赖
患者康复中心， 为危重症患者提
供专业、整合、连贯的撤机康复诊
疗体系。2019年10月，安贞中心开
设心肺康复科门诊。

截至2020年底， 共有13家中
心开设病房， 实有住院床位965
张， 为附近的居民提供高效便捷
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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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培育新动能 提升群众幸福感
尊重历史文脉 再造城市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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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 提供 “管家式” 服务； 丽都商圈升级改造展新颜； 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医疗服务……近年来，
朝阳区以服务首都 “四个中心” 建设和落实城市总规为指引，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改革创新为
根本动力， 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紧抓 “两区” 建设机遇， 积极培育新动能、 新优势， 以 “文化、 国
际化、 大尺度绿化” 为主攻方向，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扎实做好 “六稳”
“六保” 工作， 强基础、 提品质， 深化社会治理创新， 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优化营商环境，提供“管家式”服务
北京CBD驶入“两区”建设发展快车道

丽都商圈升级改造展新颜
推进城市更新再造城市活力

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医疗服务
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为康复医院

去年9月，北京自贸试验区国
际商务服务片区挂牌， 作为重要
成员之一，北京CBD持续提升政
务服务品质与便利化水平。

今年1月3日， 位于铜牛国际
大厦10层的CBD招商服务中心
正式投用。 这是全市首个集招商
和政务服务于一体的机构。 今年
以来，该中心已成功引入佳能、正
大系总部、网联科技等122家重点
企业。

“北京CBD设立招商服务中
心， 主要目的是为企业营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在审批精简、生活便
利等方面加大力度， 推行一站式
服务，坚持专业化、标准化、便捷
化，不断提升‘最后一公里’的服
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此外，我们配
备了咨询热线，拨打010-96105即
可第一时间获取服务。 ”CBD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目前，CBD招商服务中心统
筹相关职能部门， 建立政务互通
专班， 在招商服务中心设立了综
合窗口， 融入新开办企业材料受
理、资料审查等相关政务职能。中
心内设立的区域重点企业VIP服
务厅， 采用预约制为驻区跨国公
司总部和世界500强企业提供“管
家式”服务，将企业落地“最后一
公里”所涉及事项在中心“一窗”
集中受理，后台统一流转。

CBD招商服务中心还为高
精尖企业提供企业资料审查、工
商登记、税务报到、税控申请、统
计登记、公章刻印、社保及公积金
申领、银行开户等企业落地“最后
一公里”所涉及的全业务办理；同
时开设招商引资窗口， 协助区域
楼宇项目及企业提供招商咨询、

项目推介、选址洽谈、区位展示、
全球连线等30余项招商引资相关
服务， 为项目楼宇和企业提供从
招商到落地 “一条龙”服务。

“几年前，注册公司需要往返
多个部门。如今，只要把需求告诉
管家， 两天就能完成企业注册的
全部手续， 而且还会帮我们介绍
业务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英皇集
团主席首席助理于晓楠， 切身感
受到了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便
利。

记者了解到， 北京CBD叠加
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
和北京自贸试验区“两区”的政策
优势，不断缩小与国际顶尖CBD
的距离。 北京自贸试验区国际商
务服务片区挂牌以来，仅在CBD
中心区， 过去数月的新注册企业
就达到了1345家，其中，外资企业
120家 ，同比增长79%，总注册资
金4.8亿元。

距CBD招商服务中心不远，
一家中国银行的支行网点在今年

初成为本市首批自贸试验区专营
银行， 网点为此开设两个专用窗
口。

该支行行长赵娟介绍， 专营
银行有助于推进自贸试验区新政
普及，形成配套的金融服务方案，
升级便利化金融服务。 以企业开
户为例， 将大量工作提前沟通完
成， 在窗口的办理时间从两个半
小时缩短为半个小时。

包括开设首批专营银行在
内 ，短短数月 ，北京CBD已诞生
多个全市“第一”，取得突破的案
例达15个。例如，颁发全市首张带
有自贸试验区标识的营业执照，
全市首家个人征信公司入驻，首
单本外币一体化试点落地， 首个
一站式服务中心启动……

“下一步 ，北京CBD将进一
步巩固区域国际化资源聚集优
势，继续打造北京对外开放高地，
向着国际一流商务中心区建设目
标推进。 ”北京CBD管委会负责
人介绍。

一年前， 这里是还没有硬化
过的土路和僻静林子， 鲜有人涉
足。 一年后， 通过景观提升， 这
里被改造成了城市森林， 在没有
砍伐一棵树木的基础上， 栽种了
二月兰 ， 架设了长椅等休闲设
施。 午间时分， 附近工作的白领
前来散步遛弯儿。 这里就是去年
年底建成开放的丽都文投环路。

记者了解到， 丽都文投环路
是丽都商圈城市更新项目一期提
升工程涉及的三条道路之一， 全
长1.5公里 ， 连接将台路与坝河
滨水景观带， 贯穿丽都片区背后
沿机场高速约6万平方米的防护
林。

“丽都文投环路去年9月开
始动工， 历时3个月基本建设完
成。” 将台地区工委副书记、 办
事处主任李勃告诉记者， 在不改
变文投环路原有的树木和生态基

础上， 增加了植被层次和种类，
丰富植物和动物多样性， 同时还
融入人性化和多元化的改造元
素， 为居民打通了3公里长的片
区休闲漫步观赏绿廊， 利用林下
空间增设漫步道、 环形长椅等，
提升休闲娱乐的舒适度。

此外， 步道和自行车道全部
采用100%透水材料 ， 形成了一
个可满足居民健身、 白领休闲、
儿童娱乐等多功能的6万平方米
城市森林公园。

“我们的员工都非常高兴，
不仅单位门前的环境变美了， 中
午可以来遛弯儿， 还解决了以前
交通不便的问题。” 文心空间执
行总经理许玮说。

在环境变美的同时， 丽都文
投环路还串起多条小路网， 打通
区域微循环， 有效缓解了丽都片
区交通拥堵。 环路修通后， 连通

了断头路， 打通了丽都、 文投、
四德公园等内部的小巷子。 连接
将台路与坝河滨水景观道。 有效
织补完善了片区带 、 路 、 街 、
巷、 绿廊的交通层级。

“我们希望文投环路的建
成， 可以为企业、 学校、 医院、
居民解决交通问题、 环境问题。
也希望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市
民居住环境。” 李勃说。

丽都文投环路建成开放， 标
志着丽都商圈城市更新项目一期
提升工程落下帷幕。 而这也是将
台地区政企互动、 商圈共商共治
新模式下的城市更新成果。

“丽都商圈拥有30多年历
史， 随着城市发展， 该区域的公
共空间环境、 道路停车系统、 配
套设施亟待提升 。 2019年8月 ，
我们通过打造 ‘1+6’ 党政群企
街区营造的丽都模式， 即在党建
引领下， 聚焦 ‘国际化社区、 城
市更新、 文化赋能、 营商环境、
文旅消费、 精细化管理’ 六项内
容， 启动丽都片区环境提升及设
施更新项目 ， 全面优化营商环
境。” 李勃告诉记者， 工程分三
期， 其中一期建设主要包括丽都

花园路、 丽都花园北路、 丽都文
投环路这三条商街的环境提升。

今年， 将台地区还将启动丽
都片区提升的二期、 三期工程。
二期工程主要着眼于打通交通微
循环， 通过规范道路空间的标识
系统、 打造停车诱导系统、 建设
将台路和丽都花园南路、 巷道贯
通工程， 缓解地区拥堵。 在三期
建设中， 则计划引入社会资本建
设专业影剧院、 展览馆、 文化场
馆建设及丽都花园、 四得公园的
提升改造。

丽都商圈的改造是朝阳区城
市更新的一个缩影。 朝阳区勇于
探索， “点、 线、 面” 三维度推
进城市更新， 在尊重历史文脉的
基础上再造城市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