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连日
来，包括中国铁路局集团北京高
铁工务段在内的广大铁路职工
坚守铁路一线，护航春归路。

本报记者 彭程
通讯员 陈少刚 王朋举 摄影报道

护航春归路

房山区城市管理委

·广告·

西城区近年来把握
“都”与“城”、“舍”与“得”
的关系，努力打造名城保
护与城市治理的 “西城
样本”。 目前， 构建 “中
国式生活体验区”的北京
坊二期工程已开工建设，
有望今年底完成主体建
设。这是记者从西城区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
年会上了解到的。 年会
以 “ 名 城 保 护 四 十
年———走向可持续的城
市更新” 为主题， 以生
动的案例展示了近年来
中国历史文化街区整体
性保护传承发展的理论
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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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努力打造名城保护与城
市治理 “西城样本”

据介绍， 2022年是中国设立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暨北京成

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
年， 也是重新制定的 《北京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 施行一周
年。

近年来 ， 西城区深刻把握
“都 ” 与 “城 ” “舍 ” 与 “得 ”
的关系， 努力打造名城保护与城
市治理的 “西城样本”。 2022年，
西城区发布 《北京市西城区 “十
四五” 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 将老城空间秩序管控与特
色风貌塑造作为重点 ， 从 “老
城———街区———建筑” 三个层次
开展工作， 强化北京老城保护的
总体空间结构， 精细推进街区保
护更新， 统筹做好文物和历史建
筑保护修缮。

北京老城是北京建设世界文
化名城、 全国文化中心最重要的
载体和根基。 中轴线是北京老城
的灵魂和脊梁。 西城区在推进中
轴线保护传承工作中， 通过景观
视廊整治、 环境综合提升、 先农
坛风貌整治等， 全面强化老城空
间的整体性。

历史文化街区是名城保护的
重要层次， 菜西片区的 “公房经
营管理权” 模式、 大栅栏杨梅竹
斜街保护性修缮模式等多项实践
的新思路和实施策略在全市得到

推广。 2022年， 西城区优先启动
了新街口西、 西皇城根等4片新
增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编制。

老城更新， 变的不仅是街面
环境， 周围居民的生活品质也得
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为更好解
决群众 “急难愁盼” 问题， 西城
区以西长安街街道为试点， 组织
责任规划师团队现场勘查， 通过
居民议事厅征求住户意见， 积极
推进打造 “最美院落” 工作， 让
老城保护和整治提升范围由街巷
向院落延伸， 周围居民生活品质
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在文物建筑的保护与活化利
用方面， 为了破解腾退后的文物
建筑更合理使用的时代课题， 西
城区积极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与居民需求、 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相结合， 在工作模式上积极
创新实践， 在全市率先出台了关
于促进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和开放
管理的若干意见， 成批次推出文
物活化利用项目并且向社会公开
招标。 今年， 西城区文物活化利
用聚焦于项目落地， 新市区泰安
里变身为泰安里文化艺术中心，
成为第一批社会公开招标的文物
活化利用项目中首个亮相项目。

西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

员会有关专家表示， 西城区的名
城保护实践不仅把分散的遗产价
值逐步挖掘整理出来， 还在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的源头、 破题的方
法和传统价值弘扬上下功夫， 让
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传承结构更加
系统化。 “白塔夜话” “会馆有
戏” “京剧发祥地” 都是西城区
倾力打造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品
牌， “四名汇智” 计划经过6年
发展也已成为公众参与名城保护
方向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品牌。

首个城市更新企业联合
会成立

构建产业生态， 导入社会资
本 ， 协助政府统筹城市更新事
业， 全市首个城市更新企业联合
会在本次年会宣布成立。 联合会
将依托西城特质，形成西城特色，
服务于首都“四个中心”建设，提
高城市更新服务 “文化中心”“国
际交往中心” 的能力； 以城市更
新为契机建设绿色 、 宜居 、 人
文、 科技、 韧性的首都功能核心
区； 促进国际都市、 历史文化名
城合作， 提升城市品位， 为文化
遗产、 文化资产提质增值。

2011年， 西城区成立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委员会。 名城委顾问
团自 2011年成立伊始聘用谢辰
生、 罗哲文等8位专家作为区名
城委顾问， 至新一届的西城区名
城委顾问团专家人数已增加至21
位， 专家队伍已涵盖城市规划、
文物保护、 古建筑、 城市历史地
理和风景园林等众多领域。

此外， 记者从年会上获悉 ，
致力于打造新中式美学街区、 构
建 “中国式生活体验区” 的北京
坊二期工程已开工建设， 有望今
年底完成主体建设。 项目范围东
至珠宝市街， 西至煤市街， 南至
廊房二条， 北至廊房头条。 用地
面积 8380平方米 ， 总建筑面积
23695平方米。

据了解， 北京坊二期将延续
北京坊建筑设计风格， 传承历史
风貌， 结合大栅栏地区民国后西
式风格商业建筑特色， 采用传统
“木、 石、 砖、 瓦” 等建筑材料，
结合现代结构安全、 节能标准进
行创新设计和施工， 实现传统文
化与现代建造技术的完美融合。
建成后的北京坊及北京坊二期，
整体设计将尊重地区历史文化及
格局， 延续胡同肌理布局， 以小
尺度街道空间围绕劝业场为核
心。

推进名城保护与城市治理 北京坊二期开工建设

西城打造名城保护与城市治理“西城样本”

做好燃气大检查 守好用气“安全门”
为保障节日期间燃气供应 、

使用安全， 连日来， 房山区城市
管理委采取 “三步走”， 积极开
展燃气安全隐患大排查， 全力筑
牢安全生产屏障， 为安全用气保
驾护航。

开展企业检查 现场对燃气
企业重点区域输配系统、 应急
演练 、 供应保障情况等进行检
查， 针对发现的问题和 薄 弱 环
节 ， 要求企业及时治理整改 ，
强 调 要 坚 持 高 标 准 、 严要求 、
以滴水不漏的高度责任感 ， 杜
绝 各 种 生 产 安全事故的发生 。
此外， 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应急预
案， 做好应急装备、 队伍、 物资
等各项准备 ， 确保城市运行安
全、 燃气供应稳定。

开展入户抽查 随机抽查30
家居民用户， 针对前期更换的安
全型配件的覆盖率、 安装质量 、
服务态度等内容进行复查。 检查

过程中， 对居民提出的问题进行
讲解演示，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及时联系燃气企业限期整改。 有
效提高了用户的安全意识， 切实
把隐患消除在 “最后一米”。

开展专项调研 走 访 乡 镇
（街道 ） 对老楼通气工作进行
调研 ， 听取了燃气企业就房山

区老楼通气工作情况 汇 报 ， 及
时掌握工作进展 、 存在问题。

下一步 ， 房山区 城 市 管 理
委将持续发力 ， 强化燃气领域
安全排查整治， 加大安全用气宣
传力度， 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 ， 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温暖过
冬。 （李安琦）

“人勤春来早， 冲刺开门
红。” 运营团队一早就走访各个
企业 ， 询问生产和经营情况 ；
工程团队则投身于国家级精准
医学研究中心实验室改造现场，
及时协调施工力量……春节假
期复工后， 大兴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数字健康企业服务专员们
迅速从 “假期模式 ” 切换回
“工作模式”。

大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开发区内
的数字健康产业园正处于快速
成长阶段， 仅过去6个月， 就接
连入驻52家高精尖创新企业 ，
跑出了当之无愧的 “黑马” 加
速度 。 为了保持这种好势头 ，
开工第一天， 企业服务专员们
纷纷主动与时间赛跑 。 目前 ，
数字健康产业园还有80余个重
点项目正在洽谈， 计划引进5家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2023年预
计可实现税收1.3亿元。

相关负责人表示， 传统的
招商模式里， 单凭一己之力挨
个企业洽谈， 很难快速引进大
量优质项目。 数字健康产业园
能跑出招商加速度 ， 离不开
“集群式招商” 模式。

依据该模式， 该管委会与
数字健康领域专业运营商国元
健康达成合作， 将园区内楼栋
楼层整体打包租赁给运营商 ，
由运营商统一引进企业， 可以
快速形成上下游产业链。 这种
模式实现数字健康企业集群式
发展、 营造数字健康生态圈的
同时， 还能最大程度挖掘企业
发展潜能， 激发企业创造力和
积极性。 有了专业运营商， 产
业园不仅高度聚焦产业化， 每

一家企业还能享受到覆盖技术
创新、 产业转化、 临床应用和
市场推广的专业定制化服务。

“集群式招商” 模式里， 大
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可不
是 “甩手掌柜”。 通过与国元健
康密切合作， 双方共同组建由
60多名院士为主导的科学委员
会， 为新入驻的企业提供科学
顾问指导； 联合建设20余个生
物医学实验室和博士后工作站，
为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提
供优质实验环境。

数字健康产业园快速形成
了 “科学家带头、 医学中心实
验室带动 ” 的产业融合效应 ，
多家国内顶尖医院也纷纷与园
区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进一步
畅通科研成果转化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 ， 大兴经济
技术开发区还根据数字健康产
业特点， 整合全球和全国前沿
的医疗科技和医疗资源 ， 让
“人才、 项目、 产品、 临床、 市
场” 碰撞出高质量发展的 “火
花”， 为企业提供涵盖前沿产业
研究、 通用技术研发、 医用产
品开发、 临床转化、 人才培养、
成果孵化、 企业上市的全生命
周期服务。

一家名为呈诺之兴的企业，
入驻数字健康产业园仅4个月，
就有2个产品获批临床。 创始人
表示， 在该园区能快速对接到
全产业链生态服务机构， 很多
问题不用出园区就能高效解决。
另一家高精尖企业高光文明入
驻后， 园区为企业迅速解决了
场地、 资金、 政策及产业联盟
建设等问题 ， 2022年累计纳税
1000万元以上。

□本报记者 孙艳

大兴经济技术开发区跑出招商加速度

“集群式招商”营造数字健康生态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