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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落户经开区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方针）9月30日，工信部
副部长陈肇雄带队来到经开区，就国家网络安全产业
园区（经开区信创园）建设进行调研。北京市副市长殷
勇、市政府副秘书长杨秀玲一同调研，管委会主任梁
胜汇报信创园建设工作进展。
经开区信创园以移动硅谷为核心区域，打造国内
领先、世界一流的网络安全高端、高新、高价值产业集
聚中心。调研组一行察看了移动硅谷创新中心并听取
了信创园工作汇报。
梁胜在汇报中表示，经开区拥有完整、丰富的产
业生态，有利于入区的园区和企业发展。经开区还将
强化要素保障，在土地、人才、配套设施等方面加大倾
斜力度，促进信息技术应用产业加快落地壮大。
殷勇指出，北京市要继续深化部市合作机制，大
力发展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经开区信创园作为信
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率先突破地，要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落实服务管家机制，加快推进国家网络安全产业
园区建设。
陈肇雄对园区建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给予
肯定。他强调，北京市和经开区要抓住网络安全产业
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切实做好政策落地、企业入驻、
要素保障、能力建设、机制完善，推进国家网络安全产
业园区建设取得新成效。
工信部相关部门、电子一所、西北工大，北京市经
信局、通管局，海淀区、通州区有关单位，经开区副主
任张继红等参加。

从严从细 经开区国庆检查放轻脚步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方针）国庆前夕，经开区
工委书记王少峰、管委会主任梁胜带队，工委、管委会
和亦庄控股领导分多路对区内的城市运行、公共安
全、市政市容、景观布置等工作进行了“骑行检查”，并
慰问一线职工和社区志愿者，要求全力做好各项安全
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国庆期间城市运行平稳有序，员
工居民欢乐祥和过节。
祸患常积于忽微。为更好地“于细微处”查实情，此
次检查以骑行这种“脚步更轻”的方式，边走边查、随停
随查，重点检查了通明湖景观湿地工程、重点服务保障
单位、人员密集场所和社区志愿服务站。王少峰强调，
各单位一定要提升“首都无小事、安全无小事”的政治
大局意识，注重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推
动安全服务保障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拿出“走
百米不差分毫、走百步不差分秒”的劲头，做细做实各
项工作。检查的同时，工委、管委会领导还慰问了坚守
岗位的一线职工和社区志愿者，鼓励大家要以饱满的
工作状态做好节日期间安全服务保障工作。
这次安全检查，也是对区内遍布的慢行系统的一
次实地检验。当前经开区已经建成了比较完备的慢行
系统，具备了很好的基础。王少峰叮嘱建设部门，要结
合城市改造对局部进行提升完善，统筹接驳联通，让
慢行系统成为老百姓的健康路、幸福路。
据了解，此次“骑行检查”每条路线长度都在8公
里以上，最长超过12公里。检查结束后，大家意犹未
尽，表示要积极倡导以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支持节能
减排，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环保理念。王少峰要求，要
围绕关心干部职工，广泛开展“全民健身”等活动，进
一步提炼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融入多种主题，策划
更多丰富的活动，唱好“四季歌”，提升大家的幸福指
数。今后，像这样“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调研检查在经
开区将成为常态。

经开区召开劳模慰问座谈会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方针）日前，经开区召
开劳模慰问座谈会，工委书记王少峰、管委会主任梁
胜为全国劳模发放了纪念章，并与劳模们亲切座谈，
共话发展。座谈会由总工会主席张凤民主持，经开区
的全国劳模和北京市劳模代表参加座谈会。
在不同岗位的劳模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他们结
合自身实际表示，作为劳模，是时代的领跑者，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一定要立足本职岗位，展现新作为，争
当亦庄新城发展的排头兵。座谈会上，还为2名全国劳
模发放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王少峰向与会代表介绍了经开区的发展现状，对
劳模为区域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要继续
发挥劳模在企业发展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支持劳模承
担更多的任务，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领跑者；要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发挥好传帮带作用，激发
大家学技术、练技能、钻技艺的热情和干劲，努力建设
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要关心劳模生活，落实
好各项政策，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营造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劳动光荣的浓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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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新增、升级公园面积近8.4平方公里

经开区渐现“公园遍城”新绿景
公园可供公众游玩、观赏、娱乐，
是宜居之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开区
在践行“绿城八法”中，加快了公园建
设的步伐。近日，记者获悉，今年以来
区内新增、 升级公园面积近8.4平方
公里， 其中新增南海子公园二期、
A18地块口袋公园、9号绿地口袋公
园，面积达6.43平方公里，升级亦庄
新城滨河公园， 面积达1.96平方公
里。在59.6平方公里的经开区，公园
总面积达13.3平方公里。公园遍城的
景象加速形成。

三大城市公园提靓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占地6.41平方公里的南海子公园二期
建成开园后，整个南海子公园总面积达到
8.01平方公里，湿地150公顷，种植了乔灌
木约53万株，地被植物400余万平方米，水
生植物约14万平方米，成为南城地区目前
最大的“绿肺”，打造成了“大自然鸟巢”，
是一座集生态、休闲、科普、人文为一体的
自然公园。
有亮丽景观的颜值，还有深厚的文化
内涵。人大附中经开区学校金帆书画院书
法社团的学生们常常组团来到公园中，在
南海子公园青少年科学实验成果展暨5G
云课堂活动中，进行实地观察写生后，装
裱、策展创作的作品。根据南海子公园里
现存的野生动植物进行拍摄，配音制作线
上科普云课堂，通过扫码观看南海子公园
里野生动植物的科普讲解。而各企业、社
区也频频在公园中开展健步行、摄影等文
化活动，公园人气越来越旺盛。
南海子公园景观提靓不是一枝独
秀，经开区的企业文化园、博大公园等品
牌城市公园也不断提升景观、增加群众
喜闻乐见的活动设施。企业文化园相继
翻建升级了网球场、篮球场、足球场、环
路健身跑道、儿童乐园、全民体育健身场
所、兵乓球、棋牌休闲场所等设施，吸引
更多职工居民走进园区，游园赏景，开展
文化、体育活动。北京市半程马拉松还连
续在公园中举行。
博大公园在增加儿童游乐场、健身路
径后，正在筹划建设公园灯光景观，打造
“夜公园”丰富职工居民夜间文化活动。

园、上下班在经开区成了“新风尚”。

2019年新增、升级公园面积一览
在59.6平方公里的经开区
公园总面积达13.3平方公里

今年新增、升级公园面积近8.4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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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河公园二期开园
家门口骑行成热潮

新凤河、凉水河、蓄滞洪区、通惠河排
干渠等河湖相连，形成经开区的环城水系
生态景观。经开区基建办沿河平整土地、
播绿种花，形成一个个景观点，建成了三
季开花、四季常绿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
为科技支撑装点了生态绿带。
为了进一步提升区域生态环境，增强
群众“体验感”，经开区基建办开启了亦庄
新城滨河公园优化提升工程项目建设。在
去年完成亦庄新城滨河公园一期（凉水河
公园上半段）的基础上，今年又完成了占
地面积为1.96平方公里的亦庄新城滨河公
园二期工程的建设，整个公园面积达到
3.02平方公里。
在亦庄新城滨河公园工程中，基建办
开展了通明湖（蓄滞洪区）清淤、景观提升
工程，及通惠河排干渠、凉水河公园下半
段、新凤河景观带提升工程。白色的大滨
菊、紫色的千屈菜、金色的金光菊、长势茂
密的向日葵、绿油油的嫩草、清澈见底的

河流……万紫千红的亮丽生态景观画卷
在经开区展开。河畔风车、水车花阶、花间
栈道、古渡回望、健身场地、通明湖三岛等
景观像一颗颗珍珠，全长33公里的红色沥
青骑行跑道，则像一根线，将珍珠串起来，
在经开区形成亮丽景观带。
据基建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亦庄新
城滨河公园沿岸有众多企业及社区，公
园提质升级，与职工、居民的幸福感息息

相关。此前公园隔断衔接不够紧密，有观
赏性但体验性不强。本次，将碎片化、孤
岛化的公园、绿地、林地等生态空间连成
一体，让群众在“慢行”中感受到高品质
生态景观，畅游于充足的休闲空间，收获
更大的幸福感。
经开区提高群众幸福感的初衷，在亦
庄新城滨河公园开园之初就有了回响。众
多居民、职工成了骑行爱好者，骑车逛公

新增多个口袋公园
500米公园圈扩容

千米慢跑道、水幕、日月星辰广场
……亦城时代广场建成后，认建认养了周
边市政绿地建成了口袋公园。上万平方米
的公园内遍植松树、国槐、柳树、五角枫、
银杏等多种植物，形成多个亮点景观。一
条红色慢跑道贯穿公园，吸引周边企业职
工、社区居民走上慢跑道，到公园中游玩
赏景。
口袋公园是指规模小的城市开放空
间，呈斑块状散落或隐藏在城市结构中，
贴近企业、社区，供职工、居民就近游园娱
乐。亦城时代广场口袋公园开园后，位于
人大附中经开区学校北侧的9号地块口袋
公园也建成开园。1.4万平方米的公园里，
种下了260多棵不同品种的海棠树，走进
该公园，结满果实、错落有致的海棠树格
外吸引眼球。公园中有活动广场、林荫休
闲区、儿童活动区，还为社区居民、学校学
生打造了可玩、可赏、可学的林中乐园。
“口袋公园提升了生活品质。”听涛雅苑社
区居民孙女士说，9号地口袋公园就在社
区斜对面，平时接孩子放学后在园中休
憩，周末与家里老人到公园中散步，舒适
宜人的活动场地、层次丰富的休闲空间，
让一家人充满了幸福感。
在经开区城市管理局了解到，像这样
的口袋公园，经开区已经建成9个，分布在
各企业、社区周边，部分区域形成了“500
米公园圈”。随着城市公园、滨河公园、口
袋公园的建设增加，职工、居民出门500米
内进公园的“500米公园圈”将不断扩大。
当前，经开区正按照森林绕城、绿道
连城、碧水穿城、湿地润城、公园遍城、农田
留城、景观靓城、文化兴城的“绿城八法”进
行生态环境建设，今年加快新增公园、公园
景观提升工程建设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经开区还将高水平建设南海
子公园、台湖湿地公园、国际企业文化
园、路东湿地公园4个城市级公园，打造
博大公园、北神树公园、博兴公园，建设
东石公园、凉水河公园、体育运动公园、
红凤公园、马驹桥湿地公园等8个特色组
团级公园，提升景观品质，服务新城及周
边居民与企业。让公园遍城，提升区内职
工、居民幸福感，高水平打造宜业宜居绿
融媒体中心记者 田艳军
色城区。

“岁月如歌”视听交响音乐会走进经开区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天宇）9月
27日晚，由经开区工委宣传部、社发局主办，
中国广播艺术团承办的“岁月如歌”经典影
视作品视听交响音乐会走进经开区。演出
曲目均是人们熟悉的优秀影视音乐作品，
气势宏大的交响乐团百乐齐鸣，与大屏幕
画面形成了完美结合，现场观众不时响起
热烈的掌声。
整场音乐会由“光辉岁月·致敬经典”和
“砥砺前行·筑梦起航”两个篇章组成。音乐

会汇集了经典红色电影中的精彩篇章，其中
包括《一江春水向东流》、《闪闪的红星》、《平
原游击队》等电影主题曲联奏，电影《冰山上
的来客》组曲、电影《海霞》组曲等。除经典电
影作品外，音乐会还呈现了《激情燃烧的岁
月》、《建国大业》等近年来优秀影视作品的
音乐和画面。
音乐会结束时，应在场观众的要求，
全体参演人员先后返场两次，音乐会在现
场全体人员合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

落下帷幕。据了解，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
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常任指挥张冰冰
执棒。张冰冰娴熟的技术、充满激情并富
有张力的表现手法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特别感谢经开区组织这么精彩的交
响音乐会，其中很多老电影我都看过，今天
带着孩子一起来听这个音乐会也是为了告诉
她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此外，今年也是新
中国成立70周年，希望祖国繁荣昌盛、越来
越好。”同仁医院眼科护士刘笑辰表示。

据介绍，本次演出也是“我和我的祖
国”经开区第十二届文化艺术节的系列活
动之一。据了解，经开区第十二届文化艺
术节包括“精品文化惠民演出、传统节日
文化、共和国红色传承、创新风采展示、书
香亦庄阅读”五大系列百余场演出、展映、
交流活动。本届艺术节的各项活动将涵盖
2019年全年，突出精品演出公益化、传统
文化传播日常化、科文融合常态化等几大
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