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月10日 星期三

排版/刘芳
1110 本版编辑/郑秋颖

2018年1月10日 星期三

排版/刘芳
本版编辑/郑秋颖

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

文创产业年收入破百亿

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新校区一期工程
进展顺利，光华影业园二期主体结构完
工，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
华、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等品牌活动成
功举办……2017 年，我区紧紧围绕中国
（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建设和全区文化
产业发展目标要求，扎实有效地开展项
目推进、招商引资、产业活动等各项工
作，全区以影视产业为核心的文化创意
产业活力持续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年收
入突破100亿元。

2017 年，我区积极推进北京电影学
院怀柔新校区、制片人总部基地、光华影
业园、博纳影业怀柔特效基地等重点项
目建设。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新校区一期
预计将在2018年3月底完成主体结构。

招商引资方面。去年，我区充分发挥
影视示范区市区联动机制、影都文投公
司及O2O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作用，继续

对 60家重点企业进行针对性服务，建立
起客户群和信息服务等联络平台，积极
做好对接和服务，进行重点孵化培育。截
至去年 10月底，影创空间签约和入驻影
视企业达 30余家，签约企业总注册资本
近 10亿元，企业类型覆盖影视产业链上
下游各个节点，影创空间孵化功能基本
实现，影视产业链布局初见成效，影视产
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品牌活动方面，成功举办第七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及电影嘉年华、北京电视
节目交易会，积极参与北京文博会等影
视文化品牌活动，继续保持国产票房过
亿影片近半数出自怀柔纪录，中国影都
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

工业产值增两成三

2017 年，我区工业主要经济指标在
汽车产业的强劲带动下高位运行，产值
一直维持了 20%以上的迅猛增长，产值
总量将创600亿大关、收入总量创700亿

大关。预计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
值 605 亿元，同比增长 23.5%；销售收入
700亿元，同比增长 18%；利润总额 36亿
元，同比增长 5.9%；上缴税金 37亿元，同
比增长17.5%。

工业保持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主导
产业带动作用明显。其中福田戴姆勒生
产汽车 11.9 万辆，同比增加 4.2 万辆，实
现产值 310亿元，增长 59.8%。同时，区内
重点企业加速转型升级，加快福田戴姆
勒验证车间建设，实施东明兴业、罗麦科
技等技改项目42个，实现投资14.8亿元，
达产后可新增产值42亿元。

商贸金融品质持续提升

青春万达广场建成营业、品牌连锁
商业企业怀柔行活动成功举办、30余家
区内企业与市级品牌连锁企业实现对接
……2017 年，我区不断完善商业服务配
套设施，商贸金融服务品质持续提升。

2017年12月29日，备受全区百姓关
注的青春万达广场开业。
青春万达广场是我区重点
建设项目，总面积 6 万平
米。B2至B4层为地下停车
场，拥有停车位 500余个。
B1至7层为商铺。其中，B1
层为超市和开放式店铺，1
层主营珠宝服饰，2层主营
时尚女装，3层主要包括儿
童服饰、娱乐和教育，4层
主营运动服饰，5层 6层为
特色美食，7 层为万达影
院。青春万达广场共有149
个时尚品牌入驻。此外，
2017年我区共新建或规范
提升便民连锁网点 57家；
基本便民服务网点连锁化
率达到16.1%，社区覆盖率
达到80%。

2017“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在怀成功举
办，又为我区会展业带来
了一次发展热潮，国际会
都品牌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有了大幅提升，国际政经会议目的地品
牌逐步确立。一方面，会议品牌培育初显
成效。雁栖岛优雅大展、全球社会企业家
生态论坛、中外会展项目合作洽谈会、中
国会议产业大会等连续几届落户怀柔，
并成功引入一家知名会展服务公司落
地。另一方面，宣传推广全面铺开。组织
区内重点会展企业赴上海、杭州、北京参
加了2017中国国际会议与奖励旅游产业
交易会、中国国际商务及会奖旅游展览
会（CIBTM）等国内知名专业会展活动。

与此同时，我区金融资源加速集聚，
12家金融企业入驻怀柔，规模以上金融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5.7 亿元，增长 7%。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杰俊总部基地等 15
个项目签约落户，协议投资24亿元。

旅游特色产业加快转型

2017年《中国国家旅游》年度旅游榜
单揭晓，我区凭借自然山水、长城古迹、
高端民宿等资源优势荣获“2017年度《中
国国家旅游》京津冀最佳休闲旅游目的
地”奖。这也是我区以发展旅游业为特色
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带来的“实惠”。

2017 年，我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总体规划编制完成，高端精品酒店建设
积极推进，京津冀雁栖湖旅游论坛成功
举办，水长城智慧景区成为京郊首家“国
家级服务业标准化”验收单位。我区还充分
发挥自然山水优势和民俗文化特色，促进
绿色生态农业与旅游休闲服务融合发展，
实施神堂峪、撞道口等10个村提质升级，
新评定星级乡村旅游户 199户，渤海镇荣
获“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称号。

与此同时，我区深入挖掘高端旅游
休闲特色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怀柔旅游
产品体系。APEC、“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等国际盛会的召开，提升了怀
柔的知名度。在此基础上，我区依托自然
山水、长城古迹、中国（怀柔）影视基地等
资源优势，经过不断培育，形成了以自然
风光游为基础，休闲度假游、乡村美食
游、满族风情游为特色，商务会展游、影
视文化游、生态体验游、竞技赛事游为时
尚的多元化旅游产业格局。

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水平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水平

天蓝水净，林茂花红，如今已成为怀
柔城乡面貌新常态。2017年，我区坚决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大气污染防治、水
环境治理、城乡绿化美化、生态保护机制
完善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使区域生
态文明建设再上新水平。

2017 年，我区全面落实清洁空气行
动计划，扎实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行动，实施农村煤改电、煤改气55个
村、1.6 万户，完成燃煤锅炉改造 247 蒸
吨。随着汤河口、宝山、九渡河、长哨营的
四座集中供暖锅炉房煤改气完成投用，
预计年可节约标准煤6000余吨。至此，我
区已经备案管理的 20 家供暖单位 37 座
集中供暖锅炉房，全部采用清洁能源供
暖，在郊区中率先实现集中供暖清洁能

源率 100%。同时，继续淘汰老旧机动车
6300辆，超额完成全年任务，新置换电动
出租车 100辆。在环境综合执法方面，对
过境高排放柴油车实施 24 小时监控检
查，严厉查处施工扬尘、秸秆焚烧、违规
排放、露天烧烤等行为。4辆移动执法方
舱对 101、111、杨雁路、怀长路、安四路、
滦赤路等重点路段的高排放货车超限超
载、无证运输、私自改装、尾气排放不达
标等违法违规行为重点监测。2017年 11
月当月，我区PM2.5浓度每立方米 40微
克，为全市最优，同比下降51.8%。截至11
月底，PM2.5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 50微
克，与延庆并列全市最低。

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我区全面落实
河长制，设立四级河长1664人，制定出台

了《怀柔区河长制会议制度》等 6项配套
制度，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同时清
退畜禽、渔业养殖场户1100余个，整治截
流坝、排污口 500余处。加强水系生态保
护与修复，治理生态清洁小流域 40平方
公里。严格落实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
改扩建污水处理设施 62座，铺设污水干
线 73 公里，解决了 150 个村庄污水收集
处理问题，全区污水处理率达到 85%。区
内 17 条主要河流水质和 13 个跨镇乡断
面考核实现达标。

与此同时，我区围绕重点功能区、旅
游景区、主要道路沿线开展绿化美化，着
力建设绿色景观系统，构建多层次、多样
化、成网络的高质量绿色空间体系。完成
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 2017 年项目

（林业项目）共计 41000亩，在九渡河、汤
河口、琉璃庙、宝山、北房、怀北、雁栖7镇
12个行政村共栽植侧柏、油松、黄栌、五
角枫、栎树等 28.1万株。截至目前，我区
累计完成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林业项
目）117.263 万亩。园林景观绿化完成
4200亩，创建了6个首都绿色村庄和1个
花园式社区，林木绿化率、森林覆盖率分
别达到79.5%和56.9%。

此外，我区还出台了“十三五”环境保
护与生态建设规划，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
水环境治理、土壤保护等工作方案和考核
办法。加强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完成永久基
本农田规定，提升自然资源管控水平。组建
了区级环保督察组，全覆盖式环保督察16
个镇乡街道，整改问题200余件。

城乡环境更美了、市民的文明素质提高了
……2017 年，我区积极开展文明城区创建工
作，不断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城乡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城乡治理取
得新成效。

创城取得阶段性成果

每个路口安排 4名志愿者，引导市民不闯红
灯、机动车礼让行人……2017年我区提供了城区
20个路口供区直单位认领，交通秩序变好了，市
民的文明素质也提高了。据悉，2017 年我区坚持
创城为民、创城惠民，全面加强政务环境、人文环
境等8大类环境建设，100大项、358小项创城惠民
实事全面落实。通过创城工作，我区人居环境持续
改善，社会秩序不断优化，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
明素质进一步提升，全区上下凝心聚力谋发展的
氛围更加浓厚。

城乡环境持续改善

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区的同时，我区精心实施
了涉及市容环境秩序、交通秩序、市场秩序三个
方面的百项环境整治任务，集中整治背街小巷
28 条、占道经营 780 起，拆除违规广告牌匾 1600
块、LED 显示屏 1800 块，群众生活环境不断改
善。在农村环境建设方面，大力整治农村乱堆乱
放等问题，乡村环境面貌明显改观。与此同时，积
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新建垃圾密闭站 11座，建
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进一步提高。

城乡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刘各长、驸马庄安置房实现开工，龙山广场项
目加快推进，京郊铁路黄怀密线开通运行……
2017 年，我区城乡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稳步推进

老城改造和新城开发，庙城和下元、钓鱼台及东关
村安置房结构封顶，19个项目纳入市棚改计划。
与此同时，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1361
户山区搬迁、4210 户农宅抗震节能改造全部完
成。在供电方面，辛营、周各庄输变电站建成运行，
供电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在交通方面，路网更加优
化，京沈客专、天北路北延一期、北大街二期进展
顺利，通怀路怀柔段等 10个项目通过市政府“一
会三函”审议，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4条，开通北部
山区直达城区公交车，群众出行更加便捷。

“疏整促”工作成效明显

拆除违法建设，整治“开墙打洞”，治理“散乱
污”企业……为不断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创造良好
的人居环境，我区深入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
行动，全面完成 8 项市级任务、35 项区级任务。
2017年我区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退出一般
制造业22家，清理整治“散乱污”企业520家，实现
任务存量动态清零。持续用力解决环境痼疾顽症，
实施北斜街、杨雁路沿线综合整治。全区拆除违法

建设50余万平米，治理“开墙打洞”186户，清理整
治无证无照经营261户，整改“大棚房”270栋，拆违
建绿13.7万平米。同时，新建提升便民服务连锁网
点60家，基本便民服务网点社区覆盖率达到80%。

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在城乡环境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治理
能力也不断提升。我区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组
建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成立镇乡街道综合执法中
心，推动了管理重心和执法力量下沉。在街道社
区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完成行政区划变更和 12
个“城中村”划转。深入推进“网格化+”城市服务
管理行动计划，解决各类诉求 9.1万件。构建安全
生产监管长效机制，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
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开展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食品、药品抽
检合格率分别为 98%和 100%。始终保持违法犯
罪高压严打态势，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防恐反恐
能力，不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营造了和谐
稳定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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