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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速推进“崇文争先”，全力做实
“六字文章”，谱写新时代首都
核心区崭新篇章！

线上与线下联动，传统与现代融通，八大重点、四大品类文化活动热闹上演，贯穿春节元宵

文化盛宴喜迎新春 百项活动精彩纷呈

迎新春走访恳谈促发展 东城为企业送上大礼包
全速推进“崇文争先”
全力做实“六字文章”

“故宫以东·文化金三角”小程序上线

来“故宫以东”，参与卯年“麒”遇集福赢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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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看东城

玉兔迎春 璀璨中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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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中湖公园推出“中湖不冬眠计划”，带领市民游客进入“冬日可爱”的全新体验。 记者 张维民 摄

本报讯（记者 庄蕊 李冬梅）
春节前夕，区委书记孙新军，区委副
书记、区长周金星等区四套班子领导
分别带队，全区34个“紫金服务管家”
成员单位协同发力，联系走访企业百
余家，聚焦企业诉求，优化营商环境，
并为企业送上新春礼包，为一季度

“开门红”提供助力，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拓展新局面。

恳谈共话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东城园组织召开的以“合作共

赢 赓续华章”为主题的恳谈会上，孙
新军、周金星等区领导和中国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五矿集团等 28 家东城园重
点企业面对面沟通。

孙新军表示，东城区历来重视服
务驻区企业，积极构建“亲”“清”新型
政商关系，完善与重点企业常态化联
络机制，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发展壮
大。今年，东城区将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
求变，努力把稳的基础筑牢、把进的
因素激活，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全速推进“崇文争先”、全力做实“六
字文章”，争取“开门红”。

周金星介绍了东城区经济发展
情况和 2023 年经济发展重点任务，
强调东城的建设发展离不开企业的
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希望各参会企

业在今后的企业经营发展中，能够把
更多的目光投向东城、更多的项目落
地东城，为东城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参会企业围绕加速复产复工、
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发展情况等方
面进行充分交流，就高质量发展提
出意见建议。

近日，天坛街道组织区发改委、区
商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金融办、区
税务局、区投促中心等部门和街道财
源建设专班、税务所、市场所等部门负
责人，同30余家街道重点企业相聚一
堂，面对面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倾听企
业意见，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活动中，区发改委向企业代表详
细介绍了东城区产业发展、助企惠企
相关政策，让与会企业家们对政策、
规划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坚定在

东城发展、壮大的信心。在随后的交
流环节中，企业代表纷纷结合天坛街
道实际和企业发展问题踊跃发言提
问，各委办局从专业角度进行了详细
解答。

上门走访一对一解决诉求

连日来，区领导持续走访调研辖
区企业，一对一上门协调解决企业堵
点、难点问题。

在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孙新
军听取了企业复工复产、经营发展情
况和企业需求介绍。孙新军介绍东
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情况，感谢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一直以来对
东城区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东城区
将依托辖区资源优势，精准对接企业
发展需求，不断提升“四个服务”水

平，助力企业发展。孙新军希望双方
加强沟通联系，进一步加深合作，实
现共驻共赢。

在今年第一期“故宫以东·政企会
客厅”上，周金星等区领导与摩根士丹
利、渤海银行、农银人寿、首钢基金4家
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交流。周金星表
示，东城区将加强专业服务体系建设，
为驻区金融机构提供更加优质、精准
的服务，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奋
力实现全区一季度“开门红”，区发改
委联合区财源专班选定重点企业 38
家，为企业送政策、送服务，解决企业
复工复产等方面问题，并为企业送上
新春礼包。截至目前，区领导已陆续
走访慰问中国投资、绿发集团、外交
人员服务局等重点企业（单位），收集
并解决诉求33条。

本报讯（记者 李滢）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东城区结合“故宫以东·暖冬
礼遇”文旅促消费活动，推出“故宫以
东·文化金三角”小程序。

小程序包含精品下榻、戏剧演
艺、读享空间、文博艺术、潮购地标等
5大板块，链接区内 77家优质文商旅
资源点位，生动展示 4 大主题线路，

“故宫以东”年夜饭、隆福寺“了不起
的中国年”等当季主打产品。

除此之外，小程序还设置有地
图导航、一键跳转商家购买页面及

“故宫以东”美团旗舰店等功能，与
美团“故宫以东”超级品牌馆实现双
向联通。

一图展示文旅资源、一图获取主
题产品、一键实现消费购买，“故宫以

东·文化金三角”小程序以新场景、新
业态、新体验再次丰富“故宫以东·城
市度假文化金三角”微度假目的地品
牌内容。

依托小程序，东城区文化和旅游
局还推出了集“福”换徽章抽奖活
动。即日起至 1 月 27 日，在“故宫以
东·文化金三角”小程序内地图寻找
带有“福”字标识的商家，在活动页面
对应分类标签内填写商家全称，可获
得“故宫以东”动漫 IP 形象“麒东东”
徽章；集齐 5个“麒东东”徽章即可合
成卯年“麒”遇专享红包；开启红包即
有机会赢取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
烤鸭双人餐、美团2023兔年毛绒公仔
等礼品。用户通过手机微信小程序
搜索“故宫以东·文化金三角”即可参

加活动。
据了解，春节期间，东城区着眼

激活年节文旅消费、丰富优质文旅
产品供给，推出“故宫以东·暖冬礼
遇 ”主 题 系 列 活 动 ，包 括“ 住 在 东
城，打造品质酒店新体验”“赏在东
城，引领戏剧演出新高度”“乐在东
城，点亮群众文化新生活”“玩在东
城，解锁传统佳节新玩法”“吃在东
城，感受味蕾诱惑新风尚”“逛在东
城，树立消费活动新地标”等六大
板块。系列活动将持 续 至 1 月 27
日 ，基 于“ 故 宫 以 东 ”共 创 计 划 之
百 达 计 划 ，结 合 美 团 、大 众 点 评 、
携程、小红书等平台特点和优势进
行立体推广，拉动东城区文旅消费
热度。

本报讯（记者 李滢）农历兔年将
至，新春年味渐浓。新春佳节来临之
际，东城区紧扣“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
主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精心
组织推出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活动，
包括东城区2023年新春线上联欢会、

“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东城区地坛新
春系列文化活动、“福满京城 春贺神
州”东城区2023新春游乐会、第八届北
京钟鼓楼相声会、“中轴线上 读懂故
宫”之“宫·节”系列活动、“玉兔迎新
春”——非遗带你过大年、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东城区文联文艺小
分队活动、“会馆2023·从心开始”颜料会
馆新春系列文化活动等八大区级重点
文化活动，以及“吉兔贺新岁”“京彩赏
民俗”“书香品年味”“送福进万家”四大
品类的150余项文化活动，为广大群众
送上年味满满、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弘扬传统文化“主旋律”

1月21日除夕当天，东城区2023年
新春线上联欢会将以“云联欢”的形式
呈现，融合舞蹈、民乐、曲艺和歌曲等
多种艺术形式，联合驻区文化单位代
表、辖区各行各业代表共同为全区群众
送上新春祝福，用一场充满温情的演
出将美好的关怀和祝福传递给大家，服
务在京工作生活的每一个“东城人”。
演出将通过北京东城融媒矩阵、东城
文旅云等新媒体网络平台共同宣发。

大年初一至初五，“福满京城 春
贺神州”东城区地坛新春系列文化活
动、“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东城区
2023新春游乐会将同时举办，营造喜
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其中，以“福满
京城 春贺神州”为主题的东城区地
坛新春系列文化活动，将在地坛公园
八区广场举办“大地飞歌贺新春”文
艺演出、“年味新‘技’艺”文化市集、

“笔墨凝书香”福满人间三大板块新
春系列文化活动，联动专业文艺院
团、非遗老字号、实体书店、书法名家
等，为群众送上新春祝福；在东城区
文化馆，“福满京城 春贺神州”东城
区2023新春游乐会将围绕“文化传
承”“文化消费”“文化惠民”“文化空
间”四大板块主题，开展年货市集、灯
谜、公益电影、童心乐园、生肖艺术
展、非遗体验、广场舞大赛等节庆文
化活动，既弘扬传统文化又融合时尚
元素，以门类广、项目精的活动满足
各年龄层人群的文化需求。

由故宫出版社、故宫书店、区委
宣传部联合举办的“中轴线上 读懂
故宫”之“宫·节”系列活动将邀请故
宫博物院专家走进直播间，于正月初
一至初六每天14点通过故宫博物院
官方微博与大家见面，让文物的故事
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走进人们的
文化生活，向广大观众和读者讲述故
宫中轴线的魅力。

“会馆2023·从心开始”颜料会馆
新春系列文化活动，将以会馆中传统
的相声和评书等表演形式，用通俗易
懂、风趣幽默的京味儿语言，带领观
众了解会馆的历史与文化；皮影、榫
卯、脸谱等传统手工艺也会在会馆里
一一呈现，通过了解它们的历史文

化、工艺特点、制作难度，让大家在实
践中加深对非遗文化的了解与热爱。

东城区文联“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东城区文联文艺小分队
活动在春节期间持续开展“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组织书法、
美术工作者，深入驻区部队、机关、社
区等，举办“迎春送福”文艺志愿活
动。东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总队志愿者也走进社区，联合全区
17个街道文化志愿者服务站陆续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营
造浓郁的新春节日氛围和积极向上
的文化志愿服务氛围。

“兔”主题活动花样登场

今年春节，生肖兔成为绝对的主
角，各式各样创新趣味的“兔”主题活
动纷纷登场。

在四大品类活动“吉兔贺新岁”
板块，景山街道将在美后肆时景山市
民文化中心举办“四合院里过新年”
活动，以“四合院里中国年”为主题，
设置“卯兔·年礼”“卯兔·愿望”“卯
兔·团聚”和“卯兔·祝福”4大主题板
块，包含“年味音乐会”“年味市集”

“新年全家福”“剪窗花做宫灯”“手作
新年礼物”“围炉煮茶”等10余场特色
年味主题活动，打造属于美后肆时的
传统节日文化品牌。

北京市珐琅厂将开展以“玉兔祥
瑞贺新春·喜‘器’临门添百福”为主题
的京珐年货节暨第十届景泰蓝皇家艺
术庙会活动，借助节日气氛，围绕景泰
蓝艺术博物馆、景泰蓝技艺车间、景泰
蓝技艺互动体验中心在非遗文化传承
中的“中枢”作用，宣传弘扬中国传统
节日、非遗传统文化及传统手工技艺。

为迎接兔年的到来、丰富辖区居
民文化生活、增加优秀文化产品供
给、满足辖区居民文化需求，北新桥
街道为辖区内居民带来10场“‘艺’在
新桥·品创意——兔年主题线上手作
系列活动”，以线上直播或录播的形
式讲解有关兔年的民俗故事，共同制
作兔年主题手工。

春节期间，全区演出场所恢复开
放，大戏好戏轮番上演。北京人艺开年
大戏《正红旗下》由冯远征、闫锐共同执
导，濮存昕、杨立新等实力演员加盟，
在老舍原著的基础上展现“新京味”。

“红色之旅”“冰雪之旅”等主题文
旅活动也将在节日期间等待市民打
卡。为进一步用好用活红色资源，东
城区在区内红色革命旧址开展系列迎
新春活动，通过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广大市民中厚植家国情
怀。至元宵节前，北大二院旧址（原北
大数学系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
独秀旧居）将持续联合举办“玉兔迎新
春”——非遗带你过大年春节系列活
动，让这个兔年春节更具“文化味道”。

龙潭公园“龙潭冰雪节”设置了
雪山冲浪、雪橇乐园等项目，让市民
体验冰雪世界的速度与激情；龙潭中
湖公园推出“中湖不冬眠计划”，以市
集、音乐、美食等要素打造冬季特色
品牌活动，带领游客进入“冬日可爱”
的全新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