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石景山区和门头
沟区为代表的京西地区
具有百年钢铁史和千年
采煤史，是国家级城区老
工业区和产业转型升级
示范区， 是首都的西大
门。 2022年2月，北京市印
发《深入打造新时代首都
城市复兴新地标 加快推
动京西地区转型发展行
动计划 （2022-2025年）》
（以下简称 “京西行动计
划”）。记者从北京市发展
改革委了解到， 一年来，
京西地区转型发展的步
伐明显加速，城市面貌和
发展环境持续改善，城市
功能品质稳步提升，高质
量建设首都西大门取得
阶段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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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80个重点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超220亿元

一年来， 京西地区绿色生态
空间持续扩大。 石景山区衙门口
城市森林公园、 高井沟生态修复

工程主体工程、 净德寺公园、 门
头沟区永定河山峡段综合治理与
生态修复工程、 “一线四矿”铁路
沿线通道绿化项目等一批绿色生
态项目完工， 西山绿道 （石景山
段）、 “一线四矿” 铁路沿线环
境整治一期工程等项目新开工。

不仅如此， 城市更新也不断
提速。 首钢工业遗址公园片区13
栋地标建筑对外招商， 工业遗存
改造加速推进， 成为老工业区城
市有机更新的典范。 北辛安、 衙
门口等4个棚改项目完工， 黄庄
村棚改启动房屋征收， 建成北辛
安回迁安置房等政策性住房7863
套。 此外， 石景山区新建社区便
民商业功能网点18个， 门头沟区
新建和提升便民服务网点17个，
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主体工
程基本完工、 实施地铁1号线福
寿岭站改造工程、 建成首钢东南
区道路9.7公里……一年来 ， 京
西地区综合交通体系持续完善，
更好满足了居民出行需求。

在公共服务方面， 金顶街小
学 、 北京市十一学校石景山学
校 、 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 （新
址） 加快建设。 石景山区还新增
了2所普惠性幼儿园 、 510个学
位 ，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7%。 此外， 医疗救治能力进一

步提升， 建成北大首钢医院新建
门急诊医技大楼， 开工建设阜外
医院西山园区二期。

记者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了
解到， 京西地区2022年度36项重
点任务按计划完成， 80个重点项
目累计完成投资超220亿元。 一
年来， 石景山区、 门头沟区地区
生产总值分别同比增长 1.8% 、
1%， 均高于全市增速 ， 产业转
型成效日益显现。

创新改革助推区域发展
活力进一步释放

一年来， 京西地区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 石景山区在全市率先
实现社区政务服务规范化建设全
覆盖， 区级事项100%网上可办；
修订发布53项支持政策， “服务
包” 企业增至365家； 引入43家
央企二三级企业和889家高精尖
企业 ， 全区新增市场主体 8861
家， 增幅居全市第一。

门头沟区提出 “十个必上
门、 十个不打扰” 要求， 建立营
商环境特约监督员机制； 成功创
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领域 “特
色+集成” 改革示范区， 率先形
成社会投资房屋建筑工程规划许
可 “全程网办” 等3个 “全市首
个” 案例； 成立区政府产业引导

基金， 联合16家银行推出 “金融
超市” 等服务品牌， 累计向企业
发放贷款3.88亿元 ； “服务包 ”
企业扩展至324家， 走访企业860
家次。

此外， 创新资金支持， 不断
加强要素资源保障， 加大重大项
目支持力度， 争取中央投资支持
园区重点项目建设。 向国家发展
改革委申请2022年产业转型升级
示范区奖励资金2500万元， 支持
新首钢国际人才社区 （核心区北
区） 036地块项目发展 “科技+”
等重点产业。 协调国家开发银行
向首钢园区提供开发性金融贷款
授信17亿元， 有力推动了一批突
破性强、 带动作用大的项目落实
落地。

编制任务清单高质量建
设首都西大门

2023年， 将深入实施以新首
钢为核心的 “京西行动计划 ”，
坚持 “滚动实施、 动态调整” 的
原则， 接续谋划编制2023年度重
点任务、 重大项目、 重要活动清
单， 高质量建设首都西大门。

一方面， 京西地区将更加突
出产业转型， 开工建设首钢怡和
合作项目、 华夏银行西部研发中
心、 王平煤矿主题休闲度假区等

重大功能性项目， 打造首钢科幻
产业集聚区和 “一线四矿” 文旅
康养休闲区， 努力汇聚更多优质
资源。 推进中关村石景山园和门
头沟园运行体制机制改革， 细分
产业发展方向， 做精做优工业互
联网 、 人工智能等特色产业集
群 ， 促进京西示范区产业高端
化、 特色化发展。

另一方面， 京西地区将更加
突出活动带动， 继续承办好服贸
会、 科幻大会等重大活动， 举办
好第二届京西地区发展论坛， 全
力打造对外展示和招商引资亮点
品牌。 深化新首钢工业遗存和冬
奥遗产可持续利用， 利用首钢滑
雪大跳台、 “四块冰” 等冬奥设
施承办一批大型赛事和活动， 引
入策划一批 “首店 ” “首发 ”
“首秀” 等品牌时尚活动， 进一
步激发区域活力。

同时， 将突出项目引领， 加
快补齐基础设施 、 公共服务短
板， 国道109新线高速 、 十一学
校石景山学校完工投用， 加快推
进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等
工程建设， 增强优质教育供给，
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继续开展石
景山区、 门头沟区老旧小区综合
整治以及棚户区改造项目， 加强
治理类街镇整治提升， 推进 “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 试点建设。

发展步伐加速 环境持续改善 功能稳步提升

为深入推进火灾防控工作 ，
进一步加强辖区重点单位的消防
安全管理水平， 提升单位工作人
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技能 ， 近
日 ， 东城区金宝街消防救援站
“蓝朋友” 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活动。

培训过程中， 金宝街消防救
援站副指导员陈震通过火灾案例
与理论讲解相结合的方式， 介绍
了火灾的危害性和火灾防控的重
要性。 重点讲解了火灾容易发生
的部位、 如何预防火灾、 如何使
用灭火器、 火灾中如何自救逃生
等， 并提示相关工作人员要时刻
保持谨慎的心态 ， 切实负起责
任， 积极开展火灾隐患自查， 及
时把各类问题消除在萌芽阶段。

消防员还组织相关工作人员
在安全空旷地带进行了火盆灭火
实操演练， 让参加实操演练的人
员亲身学习掌握灭火器、 消防水

枪、 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的正确使
用方法， 以及如何正确应对和处
置初起火灾。

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此次

消防培训工作， 进一步巩固了重
点单位工作人员对消防安全知识
的掌握情况， 对火灾预防和扑救
等消防知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自从安装了这个监控
探头， 楼道里就再也没有见
过电动自行车了， 不仅干净
整洁 ， 最关 键感觉安全踏
实 多 了 。 ” 家 住 密 云 区 果
园街道上河湾社区的张女士
对电梯间的新 “技能 ” 连连
称赞。

据了解， 张女士口中的
监控探头安装在居民楼每个
电梯间的正上方， 全天24小
时监视居民出入情况， 一旦
有人把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
间， 监控系统便会自动报警、
亮灯， 电梯停止运行， 直到
把车推出电梯间， 才恢复正
常运行。 “这套系统 ‘很聪
明’， 具有智能识别的能力，
只阻拦电动车和自行车， 婴
儿车、 轮椅可以正常进入电
梯间。” 北京城承物业上河湾
客服中心项目经理李文超一
边演示、 一边介绍。

近年来， 由于电动自行
车进楼入户、 违规充电引发
的火灾事故屡屡发生， 严重
危害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
尤其随着节后人员陆续返岗
复工 ， 居民出行频率增大 ，
尽管相关部门、 社区三令五
申提示劝诫， 但总有人抱着
侥幸心理铤而走险。 为有效
解决问题， 密云区果园街道
上河湾社区在辖区内安装了
96部智能阻车系统， 用智能

化手段 “拒载” 电动车 、 自
行车。

上楼的路 “堵 ” 住了 ，
可 “飞线” 还没杜绝 ， 个别
住户从窗户接出一条电线 ，
给楼下的电动自行车充电 。
针对此情况， 密云区以创城
为抓手， 推进城市治理 “向
前一步”， 着力破解社区电动
自行车充电顽疾， 区住建委、
区城管委、 属地政府 、 社区
多方联动配合， 广泛征求居
民意见后在合适的位置建车
棚、 安电桩。 目前， 全区104
个住宅小区 、 90个村 ， 安装
电 动 自 行 车 充 电 设 施 接 口
18330个， 基本可满足居民日
常充电需求， 同时对社区内
长时间无人认领的 “僵尸车”
进行了清理。

现如今 ， 几乎每个社区
里都有了干净整洁的停车棚
和电动车充电桩 ， 居民只需
要把电动车推进充电区 ， 连
接充电器， 扫码或刷卡就可
以了， 不需再冒险上楼充电
或飞线充电了。 密云区住建
委物业科科长项海洋透露 ，
下一步将逐步完善小区充电
桩、 停车棚等配套设施建设，
满足居民电动自行车的停放、
充电需求的同时 ， 加大规范
小区电动自行车管理 ， 为居
民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居住
环境。

“京西行动计划”实施一年成绩单“晒”出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消防“蓝朋友”进单位讲知识教技能

□本报记者 王路曼 通讯员 戴琪果

密云“上岗”多项技防高招

给电动自行车充电上了“安心锁”

怀柔区2022年空气质量排名并列全市第一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姜冰

2022年， 怀柔区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 PM2.5年均浓度26微克/
立方米， 排名并列全市第一， 同
比下降13.3%， 实现连续四年达
标， 保持历史同期最优， 提前动
态完成市级下达怀柔 “十四五”
期间空气质量目标。

良好的空气质量， 离不开精
细化管理。 去年， 怀柔区坚持全
过程 “一治到底 ”， 从管源头 、

深治理、 促监管等多方面入手，
多措并举实施VOCs专项治理 ；
组织对4家企业实施 “一厂一策”
深度治理， 182余家企业实施绿
色诊断， 促进企业VOCs深度治
理、 精细减排； 加强对涉VOCs
企业的环境监管和执法检查力
度 ， 持续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改
善。

与此同时， 怀柔区坚持移动

源、 固定源 “两手抓”， 分类施
策开展氮氧化物减排行动。 实施
“油换电” 推动交通结构不断优
化， 加快推进公交、 出租、 轻型
环卫、 物流配送、 邮政等重点行
业车辆新能源化， 大力推动污染
物减排； 通过 “煤改电” 推进能
源领域减污降碳， 完成5144户农
村剩余村庄散煤清洁能源替代，
确保群众温暖清洁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