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驹桥镇开展液化石油气安全检查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近

日， 通州区马驹桥镇综合执法队
联合供气公司工作人员， 共同对
辖区内液化石油气非居民用户开
展全面检查。

检查中， 执法人员依托前期
已建立的非居民用户台账摸清底
数，并对用气环境、配件使用以及
是否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 燃气
泄漏报警装置是否正常接电开

启； 管道及阀门周边是否堆放或
悬挂杂物等项目逐一检查。此外，
执法队员对涉及燃气用气环境及
燃气储存等违法违规行为， 明确
整改责任和时限；对拒不整改、整
改责任落实不力的单位加大执法
力度， 要求供气单位立即进行停
气处理。下一步，马驹桥镇将继续
加大非居民用户燃气巡查巡检，
规范非居民用户燃气使用行为。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日前 ，
在2022年大兴区“两区”建设签约
系列活动之生物医药专场签约
上， 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分别
与康龙化成、祐和医药等8家企业
成功签约。本次签约的8个项目涵
盖了生命健康产业专业平台、生
物药、医疗器械三类重点领域。项
目预计产值共计30亿元。

近年来， 大兴区以大兴生物
医药产业基地为依托， 大力抓生
命健康产业发展， 前瞻性布局疫
苗等前沿细分产业， 不断探索创
新招商引资方式， 生物医药产业

生态进一步完善。据统计，大兴区
现有研究及服务机构118个，其中
包括中检院等国家级机构12个、
百奥赛图等专业第三方服务机构
58个， 企业自建国家级和市级工
程实验室、科技研发机构48个。借
助现有的公共服务平台， 大兴区
可以提供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研
发、动物实验、药理药代、中试放
大、临床研究、注册认证、医疗器
械样机检测等服务。 众多服务机
构在完善产业生态、 促进成果转
化、加快项目落地等方面，均起到
了重要作用。

8家前沿药企入驻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7月
25日， 北京城市副中心举行贯彻
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城市副中心上半年经济运行和下
半年工作计划新闻发布会。

会上， 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
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通州区委
常委、常务副区长郑皓介绍，上半
年 ， 副中心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568.7亿元 ，居全市第三 。面对疫
情冲击， 副中心精准施策助企纾
困，截至目前，区属国有房屋减免
工作全面完成，为561户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减免房租8289.79
万元；强化融资纾困，驻区银行发
放小微企业贷款超5200笔、 贷款
余额超220亿元，兑付中小微企业
贷款风险补偿及补贴资金213.6

万元。截至6月底，新设市场主体
8057户 ， 市场主体总量17.58万
户，同比增长5.1%。

今年是副中心基层治理年。
副中心持续提升公共服务和民生
保障，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力度，
截至6月底，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
11022人。创新推出副中心为民办
实事品牌工程，即“小微项目惠民
生”工程，已累计实施项目641个。
在交通出行方面， 京通快速路出
京方向、 京哈高速六环路内路段
取消收费， 地面公共交通纳入市
公交系统统一运营管理。 在社区
治理方面， 开展市级城乡社区协
商议事厅示范点建设， 开展3个
“数字化社区” 示范工程建设。在
“关键小事”上，垃圾分类居民自

主分类投放准确率最高达80.6%，
物业服务覆盖率、 业委会组建率
分别达到99.1%和95.9%。

通州区委常委、 副区长苏国
斌表示， 城市副中心上半年强化
惠企服务，完善企业“全程代办”
和“服务包”服务模式，有效解决
企业诉求900余项，为近百家驻区
企业落实人才奖励、房租补助、居
住证办理、子女入学等配套服务，
形成亲商安商惠商浓厚氛围。深
度落实放管服改革各项措施，制
定 《北京城市副中心深化产业组
织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 系统更新发布产业空间、产
业政策、应用场景和企业服务“四
大惠企清单”， 强化精准施策，助
力重点产业高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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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将创建10个全民健身示范街道和体育特色乡镇

大运河张家湾遗址开工修缮 10月31日竣工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李永福 杨天华）首开首华建设公
司中标的大运河张家湾城墙遗址
及通运桥文物保护性修缮工程近
日开工修缮，工期120天，预计今
年10月31日竣工。

据了解， 张家湾遗址修缮包
括张家湾遗址的南城墙西段遗
址，南城门及南城墙东段遗址，建

筑面积467平方米。此次对张家湾
城墙遗址及通运桥文物本体保护
性修缮， 主要是修缮桥体及城墙
残损、 对构件风化进行除尘保养
等技艺，确保文物安全。 同时，彻
底消除影响和加速张家湾遗址及
通运桥破坏的各种因素， 防止遗
产进一步损坏， 保护城墙的安全
稳定性，延续历史信息的真实性。

朝阳法院发布十项举措护航经济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朝阳法院召开 “服务保障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新
闻通报会， 发布了包括加大中小
微企业保障力度、 灵活精准开展
强制执行、 依法惩治涉疫犯罪等
在内的十项工作举措， 通报了相
关典型案例。

据介绍， 这十项工作举措分
别是：依法惩治涉疫犯罪行为，维
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依法发挥
行政审判职能， 保障行政机关依
法行权和防疫管理； 妥善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 维护劳动关系和谐
稳定；妥善审理民生领域纠纷，服
务民生保障和福祉；服务保障“两
区” 建设， 助力优化区域营商环
境；加大中小微企业保障力度，依
法强化助企纾困解难； 加大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 依法服务创新驱
动发展；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灵活精准开展强制执行； 着力提
升诉讼服务效能， 及时回应群众
司法需求； 优化社会矛盾治理格
局，促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

针对不少中小微企业遭遇经
营困境的情况， 朝阳法院在审理
涉中小微企业房屋租赁纠纷时，
准确适用承租国有房屋租金减免
政策， 引导非国有房屋租赁双方
就租金数额、支付期限进行协商，
依法保障承租房屋继续用于生产
经营；对于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 法院依法审查金融机
构提出的借款提前到期、 单方解
除合同等诉讼主张， 尽力促成以
展期续贷、分期还款、降息免息等
方式协商解决。

本本市市首首家家邮邮局局咖咖啡啡开开业业
近日，北京首家邮局咖啡（望京小街店）正式对外营业，将以“邮

局+咖啡”的形式为望京小街增添一份烟火气。邮局咖啡以老邮局材料
与空间元素为灵感，重新勾起人们对于北京老邮局的温暖记忆。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京城再添一处
“荷塘月色”观赏地

今夏， 京城多了一处 “荷塘
月色” 观赏地———什刹海西海湿
地公园。 据悉， 什刹海西海湿地
公园作为核心城区唯一的一处湿
地公园， 通过疏解整治促提升实
现了市民环湖而行、 围湖看景的
心愿。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近日，
2022中关村论坛系列技术交易活
动———新技术新产品首发与供需
对接（智慧城市应用场景领域）专
场活动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聚焦
副中心智慧城市应用场景建设，
以需求牵引、技术赋能为重点，通
过需求发布、 技术解决方案集中
推介、重大合作项目签约，推动城
市副中心应用场景建设， 服务副
中心高质量发展。其中，2022年第
一批智慧副中心建设应用场景需
求重磅发布。

会上， 通州区经信局党组书
记、 局长耿磊介绍了城市副中心
“十四五” 智慧城市规划总体框

架，发布“2022年第一批智慧副中
心建设应用场景需求”，其中涉及
副中心感知体系、数字孪生、网联
云控自动驾驶3.0、建筑产业数字
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智慧医疗、
智慧社区六大需求内容。 面向前
沿技术企业发出邀请， 借助首通
智城、 副中心智慧城市产业联盟
平台，通过“揭榜挂帅”等多种方
式开展应用场景技术解决方案征
集和评选工作。

围绕智慧副中心应用场景需
求，本次活动汇集了百度智能云、
智汇云舟、以萨技术、龙信数据、
昆仑北斗、易华录、国机集团等13
家国内外前沿技术企业， 主要围

绕城市管理、生态环保、城市交通
三大领域，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
分析、物联网、全息感知等前沿技
术应用，对智慧城市大脑、时空数
字底座、智慧城市碳排放、车路云
一体化自动驾驶等智慧城市应用
场景技术解决方案进行推介。

2022第一批智慧副中心建设应用场景需求发布

城市副中心交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单”
地区生产总值实现568.7亿元 为小微企业、商户减免房租8000余万元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本市
将创建10个全民健身示范街道和
体育特色乡镇， 新建100处足球、
篮球等体育健身活动场所， 维护
更新1000处室外公共体育设施。
这是记者昨天从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培育建设一周年系列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的。

多年来，本市完善体育设施，
持续扩大体育人口比例。 2021年
建成367处体育健身活动场所，创
建41个全民健身示范街道和体育
特色乡镇。 成功举办首届 “社区
杯”足球赛，精心组织全民健身体
育节、 体育大会等市级及以上赛
事活动2000余场次， 直接参与人

次达到200万。组织开展在线健身
服务，受众约1.38亿人次。

据了解， 为落实全民健身设
施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 本市将
推进潞城全民健身中心和副中心
城市绿心体育设施项目建设。 创
建10个全民健身示范街道和体育
特色乡镇，新建100处足球、篮球
等体育健身活动场所， 维护更新
1000处室外公共体育设施。 坚持
线下线上联动， 办好全民健身体
育节、 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等品
牌活动。

同时， 还将加快补齐体育健
身场地设施短板。 包括充分利用
疏解腾退空间、废旧工业厂房、边

角地、闲置用地等资源，复合利用
公园绿地、文化娱乐、商业、养老、
河湖水域等已有空间， 增设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 重点推进体育公
园、社会足球场、冰雪场地设施等
建设和利用。 梳理可用于建设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土地资源、建
筑资源情况， 向社会公布情况目
录， 吸引更多市场和社会力量参
与全民健身设施建设运营。

此外， 本市将继续推出生态
型、郊野型、都市型骑行线路，推
动体育与旅游、 民宿等业态融合
发展，带动户外运动休闲消费。坚
持体商融合，开展夜间赛事活动，
助力夜间消费。

新建100处足球、篮球等体育健身活动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