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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崇文争先”，做实
“六字文章”，为建设国际一
流和谐宜居的新时代首都
核心区而努力奋斗！

北京市“两区”建设两周年新闻发布会召开，东城区工作成果重磅发布

“两区”建设赋能助力开放发展全面提速

本报讯（记者 庄蕊）9月20日，
北京市“两区”建设两周年新闻发布会
在东城区中粮置地广场召开，东城区

“两区”建设两周年工作成果重磅发
布。“两区”建设启动以来，东城区坚定
不移贯彻党中央、北京市有关决策部
署，聚焦功能定位，找准禀赋优势，用
足用好政策，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创
新发展、开放发展的跨越之路。两年
间，“两区”建设为东城区改革创新、转
型升级赋能助力，东城区开启了高质
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

坚持创新驱动、外向融合
产业开放取得新成效

全面建设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
示范区。聚力拓宽文化企业融资渠
道，设立总规模 10 亿元的“文菁”文
化+产业基金，成立文化投资联盟，
吸引示范区文创专营支行落户，增
加文化产业金融供给。创新建设文
化信贷对接服务体系，国家文化与
金融合作示范区服务中心揭牌，搭
建起汇集股权融资、债权融资、风险
分担、资产处置等为一体的文化金
融综合服务平台。引入北京“文创
板”平台，为驻区文化企业提供全流
程、全方位的投融资和增值服务。

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创新。“两
区”试点有序推进，全市第一个外资
试点基金 QFLP 落地。“跨境双向人
民币资金池业务”取得实质进展，兵
工财务、中化财务接入人民币跨境
支付系统，兵工财务接入上海票交
所供应链票据平台，成为全国首批
供应链票据系统接入该平台的金融
机构之一。外资金融加速集聚，金
宝大厦和中粮置地已成为聚集摩根
士丹利、瑞士信贷集团等国际顶级
金融机构的重点楼宇，法国东方汇
理两家驻京企业锋裕汇理投资咨询
公司、锋裕汇理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于今年 7月落户东城。

坚持转型升级、多元发展
园区开放迈出新步伐

持续提升隆福寺园区影响力。
“两区”建设重点园区隆福寺园区的
产业融合度、文化引领度、开放活跃
度得到有力提升，北京中小企业信
用再担保、华夏银行总行金融信息
中心、木木美术馆等文化金融企业
入驻园区，引入旖飞影院、阿里文娱
旗下大麦沉浸式剧场等新品牌。推
进园区孵化和培育功能，充分借力

专业运营平台，支持有活力的小微、
初创企业发展。

持续强化王府井街区示范效
应。全力打造国际消费的示范窗口、
国际交往和扩大开放的服务窗口，两
年来，王府井成功引入首店、旗舰店
81家。王府中环新消费品牌孵化基
地，引进孵化品牌12家。东安市场由
传统百货转型升级为“国内首家买手
制百货”，吸引了涵盖时尚品质生活类
等共十大板块 600 余个国际一线品
牌、独立设计师品牌和高街潮牌。

坚持系统谋划、联动推进
制度创新实现新突破

加快“两区”政策有效落地。支
持隆福寺地区打造高质量的艺术品
服务平台、设立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
示范区支行、优化影视作品审查流
程、支持申报“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
目许可证”等东城区先行先试“两区”
政策均已落地，政策红利叠加生效，
发展动能进一步直达企业。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东城区建立的商务楼宇
诉调对接工作站成为全国首创，全市
首个文化产业园区“放管服”改革场
景成功落地东城，打造区内建筑师负
责制首个案例，在全市率先探索实行
工作居住证办理新模式。

积极总结推广创新案例。系统
梳理“两区”建设过程中的典型做法，
形成 8 个“两区”建设改革创新实践
案例。其中，《打造国家文化与金融
创新合作先行先试的“东城样本”》等
两个案例在全市推广。

坚持做实主体、量质并重
项目建设开创新局面

“两区”建设两年来，东城区坚持系
统谋划推进，推行全周期智慧管理，跑
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其间，东城区累计
入库项目273个，其中外资项目44个，
占比16.1%，已落地项目190个，累计实
现项目资金613.3亿元。隆福文化街
区修缮更新、蘑菇车联、国网英大东西
帮扶基金、北京新电壹号股权投资基
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增资、五矿
建设投资管理公司增资等重点示范项
目成功落地。去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61家，同比增长17.3%；实现实际利用
外资6.36亿美元，同比增长5.8%。今
年1至7月，又新设外资企业21家，实
际利用外资 3.78 亿美元，合同外资
1000万美元以上重点项目达6家。

下一步，东城区将继续抢抓“两
区”建设机遇，统筹产业开放和园区
开放，抓好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强
化制度创新和要素支撑，切实提升产
业发展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加快形成
东城区亮点纷呈的开放格局，努力为
首都开放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做好‘六字文章’，实施‘六力提升’”系列报道之二：做好城市品质“净”字文章，推动环境亲和力提升

打造天蓝水美、舒适宜居的花园城市
伴着悠悠鼓声登上鼓楼，北京城

的景色尽收眼底。蓝天白云下，古老
的胡同纵横分布，四合院鳞次栉比地
点缀其中。

安定门街道钟楼湾胡同 61 号院
紧邻鼓楼，共有7户居民，其中3户已
经腾退。近日，小院启动了修缮工
作。“以前站在鼓楼上可以看见屋顶
上铺的黑色防水卷材，修缮后的房屋
青砖合瓦，古色古香。”京诚集团相关
负责人介绍，除了修缮房屋，小院还
拆除了违建、清理了垃圾，重新铺设
了地砖。

今年以来，东城区持续推进影
响中轴线风貌的重点建筑整治，不
断营造良好的环境。“目前，鼓楼东
大街及钟鼓楼紧邻地区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已经启动，具体内容包括建
筑风貌、景观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公

共空间环境整治等。”区城管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整体工程计划 10 月底
完工，届时钟鼓楼周边地区将变得
更加干净、整洁。

在整治重点区域的同时，东城区
继续实施“美丽院落”建设工作，将

“疏整促”工作深入院落。今年，东城
区共有 17个院落入选“美丽院落”建
设项目，涉及5个街道。

“在老城保护复兴的前提下，院
落提升要紧扣居民诉求，尽可能地解
决目前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困扰，提
升居民生活便利性。”这几天，北京工
业大学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设计
师郭垚走进小院，在与居民沟通设计
方案。“路面坑坑洼洼的，走起来总是
怕会被绊倒”“排水也需要修整一下
了，雨天院子里总有积水”“屋子的空
间太小，有些杂物就只能堆到院子

里”……在前门草厂九条 4 号院，郭
垚与“东城社工”一起将居民的需求
一一记下。

据了解，相关街道已经编制完成
“美丽院落”的设计方案及概算，将于
近期陆续开工，力争今年底完工。

除了身边的街巷和院落，当人们
仰望天空时总是不由得赞叹美丽的
蓝天。今年以来，东城区立足首都功
能核心区定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以首善标准深化“一微克”行
动，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做
好城市品质“净”字文章。

“东城区充分发挥街道和社区
在城市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将环
保工作‘一竿子插到底’。”东城区生
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各
街道正积极探索大气污染精细化治
理的方向和维度，积累有益经验和

典型做法。
今年 1月，东四街道成立全市首

支居民自发组建的环保志愿者队伍，
30位队员每天“串胡同”，及时发现并
上报各类环保问题。早上不到 9点，
队长李健和队员们身穿红色队服巡
视胡同。在月牙胡同，队员们发现一
个正在施工的工地没有降尘处理，周
围环境乌烟瘴气。大家拍照后上传
到微信工作群，街道环保部门立刻赶
到现场要求施工方整改。

目前，东城区精细化管控取得明
显成效，辖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1
至 8月，东城区PM2.5累计浓度为 29
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19.4%，达到
国家二级标准。累计优良天数 188
天，同比增加 27 天，优良天数比例
77.4%，不断实现环境精致净美、城市
舒朗宜居。

完善二环“凸字形”绿色城廓，建
立林荫路、林荫景观街、林荫漫步道
三级林荫道体系，营造绿意悠然、舒
朗舒心的城市韵味；改造提升正阳门
箭楼南望景观视廊，实现视线通畅、
景观协调，呈现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
形态，展现大街立体的古都神韵；改
造雍和宫桥下空间，提升桥下空间的
停车、设施、人行环境……今年以来，
东城区深入落实核心区“控规”，紧扣

“两轴一城一环”城市空间格局，紧紧
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
以“六精六细”理念一体推进城市更
新和“城市病”治理。

未来几年，东城区将持续做好城
市品质“净”字文章，推动环境亲和力提
升，确保大街小巷整洁利落、人与自然
和谐相济，建设舒适宜居的花园城市。

文/记者 庄蕊

2022北京时装周期间，位于隆福寺的北京隆福文化中心变身时尚秀场，来自西藏的藏式针织系列时装，让观众领略传统
藏族服饰文化，感受时尚之美。 北京时装周供图

隆福寺园区产业融合度、文化引领度、开放活跃度提升

时尚前沿文化活动令人目不暇接
两年来，“两区”建设重点园区隆

福寺园区的产业融合度、文化引领
度、开放活跃度有力提升。记者探访
发现，在隆福寺园区，时尚前沿的文
化活动令人目不暇接。

在隆福文化中心，2022 北京时
装周国际影像展吸引了不少参观
者。展览共汇集 15 位平面艺术家
和 17 位时尚短片导演，展出 70 余
幅平面作品和 30 余支短片作品。
有关注人文情感的时尚语汇表达，
也有关注地缘社会文化等社会议
题的厚重影像。北京时装周期间，

这里还举办了多场时尚秀，古香古
色的空中庭院成为空中秀场，给老
城区注入了时尚魅力。

隆福寺北里的木木美术馆正在
举办马丁·马吉拉亚洲首展。美术
馆一层的咖啡馆飘出浓郁的香气，
人们坐在窗前悠闲地喝着咖啡。
展厅内，原先的出入口被相互调
换，木木美术馆（钱粮胡同馆）建筑
的前身——隆福寺职工食堂的形象
作 为 大 型 装 置《纪 念 碑》（2021-
2022）的主要图像元素，覆盖于美术
馆外立面，为北京持续的城市发展

与保护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辉介绍，隆福寺园区定位为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中
华文化与世界文明协调共融的首都
文化新中心”。目前，隆福寺二期工
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阿里文娱旗
下大麦沉浸式剧场将于 10 月开业；
笑果文化北京首店预计年底入驻；长
虹影院年底即将开业，包含飞行影
院、“走入中国”、文创体验区三大功
能区；正在改造的东四工人文化宫将
主打先锋戏剧和沉浸式演出。

探访

“两区”建设两年来，
东城区累计入库项目 273
个，其中外资项目44个，占
比 16.1%，已落地项目 190
个 ，累 计 实 现 项 目 资 金
613.3亿元。

2021年，东城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61家，同比增长17.3%；实现实际利用外
资 6.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5.8%。今年 1
至7月，新设外资企业21家，实际利用外
资3.78亿美元，合同外资1000万美元以
上重点项目达6家。

82 家273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