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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建成 821 公里，
串联林地河流景点

北京投 27 亿助南水北调水源区发展

市民绿道健走沐春风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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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燕

春风习习。玉泉山脚下，新落成不久
的妙云寺公园，这两天迎来了一拨拨踏青
赏花的市民。园子里，大片粉白的山桃山
杏，零星绽放、风致楚楚的紫花地丁，和刚
抽出嫩芽儿的柳条、苍翠挺拔的油松，共
同构成一幅迷人的早春图画。
若论地理位置，妙云寺公园可以用
“偏僻”二字形容，这里是香山村的一块腾
退地，位于玉泉山路以南，没有公共交通
可以直达；加上是去年年底刚建成的，知
道的人并不多。很多市民是顺着一条绿
道，无意间溜达进来的。
这条绿道，就是海淀区的三山五园绿
道。绿道全长 36.09 公里，
串联了园外园区
域13个新建、
改建公园项目，
分别是畅春新
园、海淀公园、六郎庄公园、船营公园、中坞
公园、北坞公园、两山公园、功德寺公园、石
渠公园、
妙云寺公园、
影湖楼公园、
茶棚公园
和南旱河公园。眼下，
除了六郎庄公园、功
德寺公园和石渠公园，
其他10处均已建成。
2014 年建成的三山五园绿道，是本
市首批建设的绿道之一。这是一种限于
步行、骑行的线性绿色通道，通过连接公
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遗
迹和城乡居住区等，为人们提供休闲健身
的绿色空间。同时，改善城市慢行交通的
环境，引导市民绿色出行。
从妙云寺公园向东出发，
顺着绿道步行
大约 2 公里，就是已建成七八年的北坞公
园。这儿更热闹了，
周末天气好，
步道上熙
熙攘攘，
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
有慢慢
悠悠散步的老年夫妇，还有身着专业跑步
服，
戴着耳机大步健走的年轻运动达人们。
“三月不减肥，
四月徒伤悲。我今天一定
要走到两万步。
”
一名年轻女孩儿一边甩开胳
膊大步走，
一边和同行的小伙伴儿们调侃。一
位40多岁的男子，
腰包上绑着一瓶矿泉水，
一
个人不疾不徐绕着绿道跑圈。记者和他攀谈
得知，
他就在附近的科技园区工作，
经常来
这儿跑步。
来绿道休闲健身的，更多是周边的村
民。所谓
“近水楼台先得月”
，
北坞公园和环
公园而建的绿道，
成了已回迁上楼的北坞嘉
园村民们晨练、
遛弯、
带娃的好去处。
一条条家门口的绿道，激发了人们锻

炼健身、亲近自然的热情，也在潜移默化
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从2014年本市启动大规模绿道建设以
来，
全市共完成绿道总体建设约 821 公里，
其中市级绿道长度约587公里，
区级绿道长
度约234公里。包括环二环绿道、
温榆河绿
道等 40 个绿道项目。值得一提的是，
已建
成的绿道中，滨水绿道占了总长度的 40%
以上，
为北京市民提供了重要的亲水空间。
今年，本市将继续推进 283 公里绿道
建设，包括丰台城市公园环绿道、通州潮
白河森林景观带绿道等，为市民提供更多
的绿色线性休闲空间。
按照《北京市绿道体系规划》，
通过未来
几年努力，
全市将建成1000公里市级绿道，
1000 公里区级和社区级绿道，完成全市
2000公里的绿道网络，呈现“环带成心、三
翼延展”的绿道空间结构。其中包括三条
环线绿道——环城公园环、森林公园环、
郊野休闲环绿道；三条外翼绿道——东翼
大河绿道、西翼山水绿道、北翼山水绿道
和多条中心城滨水绿道。绿道上将按标
准配建厕所、休息驿站等配套设施，让市
民健步、休闲更加惬意轻松。

3 月 22 日，在海淀妙云寺公园，市民在桃花林中的绿道上踏春赏景。海淀三山
五园绿道设计长度为 36.09 公里，设计面积约 62.8 公顷。香山、玉泉山、畅春园、圆
明园等历史文化名胜被这条绿道串联在一起，
成为市民健身游园的新选择。
本报记者 饶强摄

绿道标注绿色发展获得感
京平
环二环城市步道，绿意盎然，繁
花点点，玉泉山下，步道蜿蜒，邻山
傍水，绿树成荫，穿行其间，移步换
景……如今的城市绿道，是散步休
闲、
健身赏景的好去处。
近年来，首都北京进行着发展
方式的深刻变革，
“ 绿色”二字嵌入
城市建设与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见缝插绿，打造一批口袋公园、小
微绿地，到留白增绿，大尺度造林绿
化，让每个城区都有一处以上一定
规模的城市森林；从推动城市生态
空间织补和生态修复，建设首都生
态屏障，到加强生态涵养区生态保
护和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显 著 。 总 长 度 突 破 800 公 里 的 绿
道，是首都生态建设的可喜成果，初
步 形 成 市 、区 、社 区 三 级 的 总 体 格
局，正逢其时，将城乡生活引向绿色

低碳深处。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
每一步，都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 银 山 ”的 深 刻 理 解 和 积 极 践
行 。 事 实 证 明 ，生 态 环 境 也 是 生
产 力 ，走 好 绿 色 发 展之路，生态优
势正转化为北京的发展优势，成为
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
重要基础。
城市绿道布局合理、完善顺畅，
更直接体现出城市发展对市民的人
文关怀。从空中俯瞰，绿道纵横贯
通起京城大大小小的公园、绿地，串
联起河湖水系、风景名胜。越织越
密的绿色慢行网络，对广大市民来
说，
不仅意味着可以方便地选择绿色
出行方式，更便于享受城市慢生活，
亲近绿色，感受自然风光，欣赏人文
美景。城市绿道让首都城市生态文
明建设成效，融入日常生活，改变生

活方式，提升生活质量，标注着广大市
民在绿色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
从更大视野看，北京“大京郊小城区”
的地理格局，本身就为探索绿色发展
提供了广阔平台。越织越密的北京
城 市 绿 道 ，深 刻 改 变 了 城 市 运 行 机
理，带动了高密度城区人居环境的优
化提升，促进了生态涵养区环境容量
的优势发挥，提升了城市绿色形象，为
生态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
超大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
经验。
日 益 清 新 靓 丽 、满 目 葱 茏 的 绿
道，让人们享受着更多的绿色风情。
坚持首善标准，全力以赴走好绿色发
展之路，良好的生态环境一定会成为
人民美好生活的增长点、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展现首都良好
形象的发力点。

助力民企 北京银行业挑大梁
本报记者 潘福达
“这笔贷款真的是雪中送炭，
解决了我
们的燃眉之急！
”
春节前，
经营着一家商贸
公司的房山区村民华春明收到北京银行发
放的本市首笔创业担保贷款后，
生意终于
红火起来，
一家人过了个踏实年。
在北京，
金融机构纾困帮扶民营企业
的案例数不胜数。记者近日从北京银保监
局了解到，
2018 年末，
北京银行业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 11986.3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23%；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 90.68%，
同比提高2.39个百分点；
小微企业贷款户
数 25.72 万户，
同比增加 5.95 万户。北京
银行业同时亮出了一份
“成绩单”
——截至
2018 年年末，北京银行业资产总额24.17
万亿元，
规模均居全国之首。

10 类人群 享创业担保贷款
2018 年年末对华春明来说格外漫
长。3 年前他开了公司，靠卖日用杂货
生意越做越大，可今年春节前，雇人、备
货和公司装修改造的资金一直没到位，

急得他整宿整宿睡不着。
缺钱就去贷款，这个当下很多城市
居民都接受的观念，却很难让村民想得
通。他有他的顾虑。
“咱小本买卖，人家大银行肯定不
愿意。”华春明叨咕着他这样的小微企
业贷款时间紧、额度小、手续繁琐、风险
还高，从银行贷款
“想都没想过”。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听说如今创
业有担保贷款的政策，于是准备碰碰运
气去社保所咨询，也第一次知道了“北
京市创业担保贷款”这种通过政府基金
担保、贴息等方式，扶持登记失业人员、
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劳动力等 10 类就业
重点群体和困难人员实现创业再就业
的政策性业务。
试着申请吧！华春明两口子提交了
贷款诉求，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反馈。
在人行营管部、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
局、市妇联等部门的支持下，
北京首笔创
业担保贷款成功落地，华春明中了“头
彩”
，
北京银行房山支行发放了 3 年期 20
万元贷款。有了这笔钱，他的买卖盘活
了，
今年销售额有希望翻倍到 200 万元。

贷款利率低 一周就能放款
在政策扶持下，像华春明这样的小
企业主会越来越多。北京银行经办的
创业担保贷款，让毕业生、村民等创业
者群体获取贷款不再繁琐；工商银行北
京市分行不仅为企业提供传统信贷业
务，还通过产业基金、股权直投、并购重
组等方式提升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
水平；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参与“关
税保证保险”改革试点，通过保单企业
可以在海关享受进出口货物“先放行、
后缴税”的通关便利，盘活企业关税资
金……北京银行保险机构纷纷推出特
色金融服务产品，推动民营小微企业融
资增量扩面、减费降本。
帮扶民营小微企业，让银行保险机
构拓展了业务，同时推动了北京银行业
保险业的规模持续提升。据统计，截至
2018 年 年 末 ，北 京 银 行 业 资 产 总 额
24.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6%；负债总
额 23.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7%，资产
负债增速同比分别上升 6.06 和 6.58 个

百分点，
规模均居全国第一。

重拳开路 打违规金融产品
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种类越来越丰富，
但市面上出现了一些打着创新旗号却游
走于监管制度边缘的金融服务产品。记
者了解到，
北京相关监管部门已叫停
“雾
霾险”
“涨停险”
等不符合法律法规和保险
精神要求的产品，
并责令相关公司加强内
部管理。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市场
创新的监测指导力度，
在监管权限内及时
叫停查处问题产品，
重拳打击违背公序良
俗的违规金融产品。
在 2018 年，北京大力整治金融市
场乱象，督促金融机构规范经营、回归
本源。北京银保监局累计对包括银行、
信托和其他非银机构在内的 57 家银行
业机构开展现场检查 50 项，对包括保险
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和业外机构在内的
71 家机构开展现场检查 39 项，检查内
容广泛覆盖乱象整治和房地产、影子银
行、交叉金融、同业资管、非法集资等多
个重点领域。

石景山企业开办大厅首次建立政务服务
“好差评”
制度——

营商环境好不好群众评判
本报讯（记者 孙云柯 通讯员 苏劲
松）日前，
石景山区企业开办大厅正式推
出营商环境满意度评价终端机，
并发布政
府服务
“好差评”
制度，
通过将优化营商环
境与社会监督、特约监督相结合，与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作风建设相结合，
与群众
满意度、获得感相结合“三个结合”监督
评价机制，
全面提升营商环境满意度。
7 日上午，石景山区工商分局一层
的石景山区企业开办大厅内，入门处一
台新设立的自助式终端机格外引人注

目，前来办事的群众只需动动手指，就
可以将自己的办事体验和对前台工作
人员服务的评价写入终端机。
这台用于搜集群众对政府满意度
评价的机器上，点击“开始”即可手写输
入评语，除了选择“好”
“ 较好”和“差”
外，百姓还可以将自己最真实、最直观
的办事体验以及对工作人员的个性化
评价记下来。机器以匿名的方式记录，
最终的评议结果将纳入干部廉政监督
和绩效考核参考范围。同时，终端机也
可以记录百姓对石
景山区优化营商环
境等政务服务工作
的意见建议，相关
部门再根据这些内

优化营商环境 北京在行动

容开展有针对性的督查整改。
去年 5 月，石景山区企业开办大厅
就已经聘请了“优化营商环境特约宣传
员”和“优化营商环境特约监督员”，为
政府特约监督机制做有益尝试。此次
推出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开通企业
服务满意评价，是在前期基础上的一次
深化创新，从企业和群众“需求端”入
手，倒逼政府自身服务“供给侧”改革，
将改革和服务工作置于群众的眼皮底
下，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评价，
督促各项政策落地落实。
此外，石景山工商分局在落实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中，还将优化营商环境改
革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风建设和机
关党建等工作深度结合，终端机上，群

众可以就工作规范、工作作风、工作廉
洁 3 个大类，开展多达 20 余项评价，除
了企业开办大厅各类办事服务评价，针
对“工作人员是否以暗示、诱导等方式，
意欲‘吃拿卡要’”等党风政风问题，也
可以动手写下自己的其他意见建议，帮
助政府改进和强化服务。
今年来，石景山区在优化营商环境
改革上持 续 发 力 ，继 全 市 推 出 优 化 营
商环境“9+N”政策 2.0 版之后，石景山
区企业开办大厅立即推出了“一单、一
区、一窗、一网”，实现了企业开办环节
由 3 个 合 并 为 1 个 ，同时新开通“e 窗
通”服务平台，实现网上一窗办理各类
登记事项，单项业务一天办、各项业务
三天办好。

本报讯（记者 孙杰）记者日前从
北京市扶贫支援办获悉，
为回馈南水
北调水源区，自 2014 年开展对口协
作工作以来，北京向河南、湖北两省
水源区共投入资金 25 亿元，实施项
目 788 个，重点用于水质保护、精准
扶贫、产业转型、民生事业、交流合作
等领域；
北京各区累计额外支持资金
2 亿元用于结对县市区发展。同时，
还引导京企在河南、湖北两省水源区
投资 1000 多亿元。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2014 年 12
月 27 日进京通水，截至今年 2 月 15
日，北京已累计接收南水超 43 亿立
方米，
供水水质均符合或优于Ⅱ类水
质标准。南水北调来水已占北京城
区日供水量的 73%，直接受益人口
1200 余万人。
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对口协作
的工作要求，
北京市研究编制对口协
作规划，从 2014 年至 2020 年，每年
拿出 5 个亿（河南湖北各 2.5 亿元）用
于对口协作。
保水质是第一要务。为此北京
市重点实施主要入库河流及支流污
染治理及生态修复工程、环库生态隔
离带建设、沿河两岸乡村环境综合整
治、新建和改扩建污水处理厂建设等
重大工程，
动员北京技术资金雄厚的
企业积极参与水源区水质保护。如
北排集团运用世界领先的“红菌技
术”运营十堰渗滤液项目，首创集团
接管东风水务公司，
北京碧水源对十
堰市及相关县市区污水垃圾处理设

施进行托管运营等。截至目前，
丹江
口水库所有监测断面水质稳定达标。
支持发展特色产业，
助力水源区
群众脱贫致富，这条路正越走越宽。
北京支持国家杂交小麦产业化基地落
户邓州，
开展组团式产业扶贫，
建设淅
川渠首北京小镇项目；
支持建设西峡
香菇、淅川软籽石榴、内乡杜仲、邓州
黄金梨、栾川连翘、卢氏绿壳鸡蛋、竹
溪茶叶、
竹山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基地带
动贫困村发展，
打造了一批绿色农产品
品牌；
在水源区实施了邓州市杏山生态
旅游小镇、
西峡县丁河猕猴桃小镇、
栾
川县北京昌平旅游小镇、内乡七里坪
乡旅游小镇、卢氏县五里川特色文化
小镇等项目；
支持丹江口吕家河民歌
村文旅产业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
社会力量也在广泛参与产业合
作。据不完全统计，
北京与河南、
湖北
两省累计开展各类政务、商务对接交
流活动 1000 多次，河南、湖北两省水
源区吸引北京地区企业投资达 1000
多亿元。中关村科技园积极开展园区
共建，
农林科学院、京能集团、北排集
团、北控集团、首创集团、清控科创以
及碧水源等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水源
区建设，
涉及环保、
文旅、
光伏发电、
风
电、
饮用水、
扶贫等20多个领域。
在加大公共服务支持力度，
增强
群众获得感方面，
北京支持水源地建
设了淅川县思源学校、栾川县三川镇
养老中心、邓州市杏山引水工程、丹
江口市柑橘大市场、神农架林区兴隆
寺村入村道路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

首都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正式获批
本报讯（记者 张小英）日前，国
家发展改革委、民航局共同批复支持
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建
设。其规划面积 115.7 平方公里，空
间布局为“一港四区”，即首都空港、
航空物流与口岸贸易区、临空产业与
城市综合服务区、临空商务与新兴产
业区、生态功能区。
根据批复，
首都机场临空经济示
范区（以下简称
“示范区”
）位于北京市
主城区东北部、
顺义区境内，
规划范围
北至机场北线、六环路，南至京平高
速，
东至六环路，
西至高白路、
榆阳路，
规划面积为 115.7 平方公里。顺义区
人民政府作为示范区规划建设管理主
体。依托“一市两场”双国际航空枢
纽，本市将努力建设 2 个国家级临空
经济示范区，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
经济区和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示范
区将合理分工、
协调发展。
根据前期制定的总体方案，
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的定位为大型国际航
空枢纽、亚太地区的重要复合枢纽，
服务于首都核心功能，
主要依托国航
等基地航空公司，
调整优化航线网络

结构，增强国际航空枢纽的中转能
力，
提升国际竞争力。首都机场临空
经济示范区功能定位为国家临空经
济转型升级示范区、国家对外开放重
要门户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核心区
和首都生态宜居国际化先导区。
根据区域功能、
资源禀赋、
产业基
础等因素，
示范区空间布局为
“一港四
区”
，即首都空港、航空物流与口岸贸
易区、
临空产业与城市综合服务区、
临
空商务与新兴产业区、
生态功能区。
根据规划，
示范区下一步的发展
目标为：到 2022 年，示范区航空枢纽
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
港城一体化取
得新突破，
产业结构调整基本完成；
到
2035 年，
港城融合的国际航空中心核
心区基本建成，
在打造世界级机场群
与城市群核心机场、
支撑首都
“四个中
心”
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此次首都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
的成功获批，
对于全面提升首都机场
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促进顺义区更高
质量发展、构建北京通达世界的“空
中丝绸之路”、打造吸纳全球要素资
源的开放门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延庆密云获评“国家卫生城市（区）”
本报讯（记者 李瑶 通讯员 林
辉）19日，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授
予北京市延庆区、密云区等四个城市
（区）国家卫生城市（区）荣誉称号。
“国家卫生城市（区）”是我国城
市卫生管理工作的最高荣誉，
是一个
城市综合实力、城市品味、文明程度
和健康水平的集中体现，
审核标准包
括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健康教育、市
容环境卫生、环境保护、公共场所及
生活饮用水卫生、食品卫生、传染病
防治、除四害工作、单位和居民区卫
生共 9 大方面、53 条，每三年评选一
次，
评选不合格还可能面临淘汰。
此次，
本市两个区入选国家卫生
城市（区）。
“ 创卫绝不仅仅是消灭苍
蝇蚊子老鼠，也不只是种花栽树、清
扫马路，
更不只是一块牌匾而已。创
卫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上至空气、下
至地下水，大到健康卫生发展、小到
广告标语条幅，都是城区进步、发展
和管理水平的具体体现。”延庆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三年多来，延庆区在

城市建设、厕所革命、市容环境、病媒
防制、健康促进、舌尖安全等各方面
都取得长足进展，
全区空气质量连续
三年在北京市排名第一。密云区 22
个镇街级综合执法中心投用，街巷
长、小巷管家等群众自治力量齐上
阵，推行“互联网+智能”垃圾分类模
式，提高城市道路清扫保洁水平，新
建和规范基本便民服务网点，
城市治
理更趋向精细化，
百姓的生活更加整
洁宜居便利。
创卫成功让两区人民切实享受
到了实惠，
尤其是人居环境的明显改
善。
“ 城区变亮变美了，空气变好了，
妫河变清澈了，市场变干净了，散步
健身、休闲娱乐、看戏跳广场舞，选
择更多了。”家住延庆香水园街道的
宋女士说，昔日的垃圾场、马路市场
变身美丽公园，
成为群众休闲健身好
去处。
除了延庆区、密云区，此次获得
“国家卫生城市（区）”的还有辽宁省
沈阳市、山东省枣庄市。

“国际森林日”
植树活动在京举行
本 报 讯（记 者 王 海 燕）日 前 ，
2019 年
“国际森林日”植树纪念活动
在本市石景山区新安城市记忆公园
举行。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
全国绿化委员会成员单位、有关部门
（系统）代表及各界干部群众共 240
余人，共同栽下油松、银杏、白蜡、栾
树、
国槐、
元宝枫等苗木800余株。
植树地新安城市记忆公园位于长
安街西延长线北侧，
是石景山区西长
安街城市森林公园群之一，
占地面积
17.99公顷，
是北辛安棚改拆迁腾退的
绿地公园。西侧与
“新时代首都城市
复兴新地标”
首钢园区和冬奥组委办
公区相邻。公园以森林、
记忆、
生活为
主题。全园分为
“绿荫深处”
“落樱香
远”
“茂林锦绣”
“碧草含青”
四大景区。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的义务
植树活动，
很有意义。
”澳大利亚政府
农 业 与 水 利 部 参 赞 Ben Mitchell

说，他来北京已经三年了，亲眼见证
身边的绿色越来越多，
环境改善力度
越来越大。今年年底，
他就要结束任
期返回澳大利亚了，
“ 如果有机会再
到中国工作，
我非常乐意再次参加这
样的植树活动。
”
现场，
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为
每一位参加植树劳动的中外人士颁
发了证书，
见证他们对首都绿化做出
的贡献。
国际森林日植树活动正式拉开
了北京 2019 年义务植树的帷幕。据
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
处长杨志华介绍，截至去年，全市已
有超过 1 亿人次通过多种形式参加义
务植树活动，
植树 2.05 亿株。今年全
市计划完成义务植树 100 万株，抚育
树木 1100 万株。全市共设立春季义
务植树接待点 20 处，设立林木认养
接待点 34 处，
迎接市民植树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