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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市发改委批复大兴区消防训练基
地建设工程资金申请报告。 该项
目的实施将为大兴区消防指战员
提供航空设施救援、 车辆检修等
有针对性实战训练以及各类集训
等业务训练场地。 该项目于2021
年9月开工，计划2023年6月完工。

该项目位于大兴区长子营镇
西部， 总建筑面积约19281平方
米， 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 宿舍
楼、 综合训练楼、 训练馆以及烟
热、火幕墙、飞机火灾事故处置、
高空救援、 危险化学品事故等模
拟实战训练设施。 建设场地分为

东侧建筑区和西侧室外训练区两
个功能区域。 东侧建筑群体设有
绿化庭院； 西侧室外训练区设置
田径场、跑道、综合训练楼等训练
设施，用于开展实景训练、人员集
结、预案演习、科目观摩等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冯兴庚）“我的爸爸在外打工，已
经半年没有回家， 但是我知道爸
爸辛苦赚钱养家， 是为了让我快
乐的成长， 他永远是我心目中最
好的爸爸”。湖北省黄冈麻城市留
守儿童们用一场纯真却饱含爱意
的情景朗诵， 诉说对外出务工父
亲的思念。近日，由民政部、国务
院国资委指导，中建集团主办，中
建二局承办的“喜迎二十大 同心
护未来”2022年全国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工地”第
21场活动启动。

活动现场， 麻城市小学生带
来歌舞表演 《妈妈教我画国旗》，
向“将军之乡”麻城的革命先辈致
敬； 中建二局工会女工委主任沈
玲玲献唱活动主题曲 《为你筑
巢》，祝愿所有留守的小候鸟们都
能不再孤单、茁壮成长；中建二局
三公司工会女工委主任王立乾作
为宣讲志愿者， 结合与孩子相处
的经验，分享了《如何关注留守儿

童的心理健康》主题宣讲。活动现
场还开展了由中建集团联合民政
部儿童福利司共同发起的 “你我
都是未成年人的保护者 ‘云签
名’”活动，号召大家共同承诺做
未成年人的保护者。

活动最后， 中建二局三公司
华中分公司向即将在9月正式投
入使用的麻城市第七小学捐赠价
值30万元的教学物资， 帮助学校
更好的为当地儿童提供优质的教
学服务。

关爱留守儿童“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启动

顺义着力打造北京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记者

近日从顺义区“两区”建设第十三
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顺义区着
力打造北京创新产业集群示范
区，预计到2025年，全区将实现规
模以上工业产值达到3500亿元 ，
打造成为全市高精尖产业主阵
地。

近年来， 顺义区先后发布了
《北京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 （顺
义）发展规划（2017-2035）》《北京
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顺义）发展
规划实施方案》，明确了北京创新
产业集群示范区 （顺义）（以下简

称“示范区”）以打造首都创新驱
动发展前沿阵地、 科技成果转化
与产业化承载地、 智能制造创新
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

据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张政介绍，发展空
间方面，顺义区坚持减量发展、集
约高效发展，深入挖掘存量资源，
强化空间承载能力， 目前可利用
土地3000多亩， 可利用楼宇资源
200余万平方米，为承接外来高精
尖产业提供“硬条件”；产业政策
方面， 顺义区围绕高精尖产业发
展、技术攻关、企业入驻、人才引

进等方面，构建网格化政策体系，
形成支持政策17项；落地实施《关
于促进中关村顺义园第三代半导
体等前沿半导体产业创新发展的
若干措施》、 智能制造等专项政
策；全国首创“免税、保税和跨境
电商”政策衔接试点；实施“梧桐
工程” 促进高精尖产业引才聚才
20条举措， 为企业发展提供便利
化政策环境。截至目前，示范区集
聚1776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重
点实验室和国家级创新中心3家，
国内外知名研发机构65家， 年产
值已达到1200亿元。

暑暑天天巡巡热热““功功””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由市文旅局、市商务局、房山区人
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品味北京·大
美房山———微度假趣京郊系列活
动暨北京户外生活节”举行。

现场，市商务局发布“十大户
外生活方式”，展现户外生活新装
备。 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发布首
批“亲近自然，安享京郊”京郊露
营地， 推荐京郊安全且充满野趣

的房车营地、 帐篷营地和青少年
营地。 市旅游行业协会发布了北
京“异域风情酒店”和“异域风情
餐厅”榜单，鼓励市民走出家门，
足不出京领略异域风情。同时，房
山区发布了10条“大美房山 非常
精彩”精品旅游线路、10个“夜京
城” 房山打卡地和房山葡萄酒产
区及酒庄等多类型的旅游产品，
全面链接激活房山自然景区、精

品民宿、农业采摘、特色美食、红
酒庄园和时尚购物等特色目的
地，展现了房山旅游新亮点，解锁
房山微度假新玩法。

据了解， 此次活动正值第十
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 市文
旅局精心策划， 串联北京多处影
视资源点和周边网红打卡地、消
费场景，发布10条“漫步北京———
美好享受电影之旅主题游线路”。

进入暑期以来，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丰台工务段的“巡热
工”们，以新开通的北京丰台站、北京西站等客货运枢纽“战场”为重点，
加密巡热频率、及时组织集中整修，着力提高关键薄弱设备质量，为暑
运以来良好的运输秩序提供保障。 图为丰台工务段黄村线路车间的职
工正在巡热并对设备病害进行整治。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大兴区消防训练基地计划明年6月完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昨
天了解到， 为降低汛期雨水倒灌
风险，保障乘客安全，京港地铁针
对所辖车站出入口、 地势低洼站
等防汛重点部位进行了调研，率
先在14号线七里庄站G口及4号
线角门西站C口分别试点安装了
智能防汛挡板。 该装置可实现无
人值守、智能挡水的“硬核”防汛。
这是智能防汛挡板在北京轨道交

通站点的首次应用。
在暴雨天气下， 当地铁出入

口外水位升至与台阶齐平时，智
能防汛挡板便会自动翻起， 并会
随着水位高度调整翻起的角度，
直至完全打开， 防止外部水源进
入地铁站。 因为该装置无需人工
操作，即可实现24小时“值守”与
自动响应，在突发汛情下，提升了
应急防汛工作的效率及可靠性。

京港地铁首次试点应用智能防汛挡板

中心城区和副中心轨道交通占比将达27%以上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1625公里

微度假趣京郊系列活动暨北京户外生活节举行

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北京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了解
到，北京市政府近日正式批复《北
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20年-
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
提出，坚持城市跟着轨道走，提升
绿色出行比例， 优化城市空间结
构及功能布局，建设“轨道上的京
津冀、轨道上的北京城”。根据规
划方案，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总里
程将达1625公里。

北京轨道交通历经近60年发
展，目前已形成包含783公里城市
轨道交通及365公里市域 （郊）铁
路的超大规模线网网络， 承担着
支撑首都高质量发展、 疏解非首

都功能、保障居民绿色出行、缓解
交通拥堵的重要任务。

此次获批的规划方案中，规
划线网总规模约2683公里， 包括
区域快线和城市轨道交通。 其中
区域快线（含市郊铁路）包含市郊
铁路线路及新建区域快线， 由15
条（段）线路构成，总里程约1058
公里。 城市轨道交通由38条线路
构成，包含地铁普线、地铁快线、
机场专线等，总里程约1625公里。

规划提出提高轨道出行比
例。 规划全市绿色出行占比80%
以上， 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
轨道交通占比27%以上。 规划还
提出， 构建 “区域快线+地铁快

线”的快线体系，布局对角型地铁
快线， 提升线网直达性及出行效
率。全网实现“中心城45分钟，副
中心及多点地区 （多点即北京市
位于平原地区的5个新城，包括顺
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的新城
及地区）至中心城30分钟，市域跨
界一小时”的服务。

规划提出， 要重点打造轨道
微中心， 塑造成为城市发展的活
力空间与市民愿意前往的魅力空
间。据介绍，轨道微中心是与轨道
交通站点充分融合、互动，可达性
高，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高，具有
多元城市功能， 具备场所感和识
别性的城市地域空间。

近日，62座“西城盒子”在西
城区“上岗”，这是该区新设置的
核酸采样亭。“西城盒子” 整体采
用装配式的组装方式， 通过定制
化金属构件拼接成形，将空调、正
压送风、照明、采样口等各类设施
进行一体化设计。 即便室外夏日
炎炎，舱体内也能保持适宜温度。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西城盒子”
亮相街头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8月
20日，由通州区委、区政府主办的
“寻光绽放，聚照台湖”台湖儿童
戏剧周将在城市副中心台湖演艺
小镇启动。 本次活动涵盖了儿童
戏剧大赛、 儿童戏剧周开幕式暨
大赛颁奖典礼、 儿童戏剧周剧目
展演、儿童戏剧嘉年华等内容。

据了解， 台湖儿童戏剧周将
特邀演员马丽作为本届戏剧周推
广大使， 米小圈IP人物作为首席
戏剧体验官，此外，组委会还邀请
了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开心麻花、

北京戏剧家协会等学界与业界教
授、专家担任顾问评委，为本届儿
童戏剧周大赛的遴选环节提供专
业权威的保障。戏剧周期间，戏剧
嘉年华以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
术中心、台湖公园为聚点，亲子家
庭为主要目标客群， 通过嘉年华
的形式， 打造丰富多彩的亲子演
艺互动场景。以“一点发力，多点
联动”的方式，打造以孩子为主角
的多种戏剧展演及主题衍生文化
艺术亲子活动， 带动区域家庭客
群聚集。

台湖儿童戏剧周周六在演艺小镇启动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近日，
北京北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通
州区金融协会联合举办以 “服务
中小微、约‘惠’副中心”为主题的
“大运金融行”惠企服务系列活动
之北投投资专场， 组团为副中心
的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北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杨斌表示，将积极践
行国企使命担当， 发挥在城市副
中心的场景优势， 打造聚焦服务
城市副中心建设和产业发展的金
融板块， 不断推进做大做强股权

投资、做优做精债权业务的“双轮
驱动”战略实施，促进城市副中心
产业优化升级。 北投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发布了专精特新科创企业
担保、餐饮企业快捷担保、商圈入
驻企业快捷担保、 低碳园区项目
担保等四个专门为副中心中小微
企业打造的融资担保产品， 并与
四家公司完成融资担保授信签
约； 北京北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发布供应链金融产品———“北投
云信”，并与北京城建道桥集团有
限公司合作签约保理业务。

北投组团为副中心企业送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