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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龄友好公园、推进北部绿道建
设、拆除围栏开放公园……朝阳区依托“一
半森林一半城”良好环境基底，不断优化全
域绿色空间布局，让森林走进城市，打造“公
园里的城区”，切实为群众增加绿色福利。

2021年，北京市启动了全龄友好型公园
建设，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基于现状资源情
况，围绕全龄友好理念，对原有公园进行改
造提升，健全完善公园配套服务设施，提升
公园整体服务功能及管理水平，全方位优化
游园体验。2021年，朝阳区建成了四得公
园、黄渠公园两个全龄友好公园。目前，我
区还在弘善休闲公园一期、修得颐养园、润
青湖公园、青年汇绿地实施全龄友好型公园
建设，总面积约 6.9公顷，通过完善亲子、老
年人活动、青年人健身等使用功能，让不同
年龄段的市民享受到不一样的游园乐趣。

在绿道建设方面，朝阳区按照“十四五”
规划拟定的绿道建设计划，推动落实朝阳北
部绿道规划建设。“北部绿道首次将社区、公
园、林地、河流水系等串联，推动绿、水、路

‘三网’融合，不断拓展绿色空间，为市民打
造绿色休闲生活环境。”区园林绿化局相关
负责人说。

朝阳北部绿道规划范围北起温榆河公
园，南至红领巾公园，西至奥森公园，东至郎
园 station，总长约 130.8公里，可将沿线 26个
大中小微公园绿地串联起来，辐射周边12个
街乡、62个社区。先期实施的 9.5公里朝阳
北部绿道示范段工程北起安立路与清河交
界，南至望和公园北园，串联奥林匹克森林
公园、仰山公园等多处公园绿地和林地，目
前已基本完工。沿途共开辟有三处一级驿
站、一处二级驿站，分别主打体育、游艺、园
艺和花海等不同主题，为步行或骑行市民提
供便利。正在建设实施的朝阳绿道（望京环
—朝阳站段）即朝阳北部绿道二期工程，全
长 25.5公里，可连通望京环、四环沿线和北
京朝阳站，预计9月底完成绿道主体连通。

在拓展绿色空间的同时，朝阳区还在绿
色共享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今年全面推动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庆丰公园进行开放管理
试点工作，让公园风景融入城市，打造水、绿、
城市相融合的全民共享“城市大公园”。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和庆丰公园都是
带状滨水公园，目前，公园围栏已经拆除，正
在进行公园和城市接驳处、街边休憩场所的
建设，预计 9月中下旬完成改造，实现开放。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将根据公园绿地的现
状，在公园和城市之间设计不同风格的植物
组团，在靠近中轴路的地方设置立体景观小
品“松花长垣图卷”。同时，增加可以为游人
提供休息、阅读、交流的空间。

朝阳区将继续围绕“大尺度绿化”这一
主攻方向，推动朝阳绿化从高标准“绿起来”
到高品质“美起来”，并向高效益“用起来”

“串起来”稳步迈进，让居民乐享“绿色福
利”。

人才聚、事业兴。高质量推进“两区”建
设，离不开对人才的“引用育留”。近年来，朝
阳区结合建设国际人才交流枢纽网络的功能
定位，聚焦服务支撑国际科创中心、“两区”和
数字经济示范区建设，通过构筑人才发展平
台、提升人才服务水平、优化人才生活环境
等，全方位深化“宜业朝阳”建设，营造有利于
人才脱颖而出、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

树品牌 构筑汇聚人才“强磁场”

围绕国际人才发展需求，朝阳区不断推
进人才创新发展平台社会化、市场化建设，
先后打造了海外人才创业大会、凤凰学院等
一系列朝阳人才工作品牌，吸引、培育了一
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和领先技术的国际化人
才，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朝阳区着力培育高质量国际化创新创
业生态，依托“未来论坛”国际高端科创交流
平台有力吸引顶尖科学家、全球青年领袖、
创新创业人才汇聚朝阳，成功推动政府与科
学界、产业界、投资界跨界交流与合作，形成
良好示范效应。同时，采用政府引导、市场
参与、社会化运作的方式，利用“凤凰学院”
等优质资源，优化人才培育培训体系，培育

新经济、新业态人才。
作为朝阳区服务国际人才创新创业的

“一站式”服务平台，朝阳区海外人才创业大
会（OTEC）已经连续举办 9届，成为很多全
球创业者心中的“创业第一站”。截至目前，
朝阳区海外人才创业大会已吸引来自全球
39个国家和地区的 36000余名创业者、7000
余个项目、百余家创投机构参与，589个项目
落地北京，360余个项目落地朝阳，累计吸引
撬动约55亿元投资。

在人才培育工作中，朝阳区还探索支持
举办未来科学大奖、未来青年论坛等系列活
动，为各类人才提供国际交流、文化融合、实
践活动、创业孵化的综合平台，推进人才综
合能力素质提升和国际化视野拓展。

建平台 实现“一站式”人才服务

朝阳区是首都国际交往的重要窗口，跨
国公司、国际组织云集。在“两区”建设中，
朝阳区先行先试设立国际人才“一站式”服
务平台，通过整合服务资源、创新服务方式、
优化服务渠道，在引进落户、政务服务、教
育、医疗等方面为海内外人才到朝阳创新创
业与工作生活提供全方位的便捷服务。

朝阳区国际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位于
东三环北京财富中心，大厅设立的涉外综合
服务窗口，让外籍人士、留学生等国际人才
深感便捷高效，办事时只需一次性把材料交
给服务专员，便可完成“一窗”办理。

国际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积极争取外籍
人才签证、居留便利等相关政策在朝阳区先
行先试，通过创新审批机制、优化办事流程，
简化国际人才的申请材料、办理环节、办理时
间和跑动次数，率先实现外国高端人才、专业
人才工作许可与居留许可“两证联办”，方便
外籍人才的工作生活。

目前，朝阳区国际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
已构建“区级-功能区-街乡-社区楼宇”四
级服务网络体系，整合了19个部门的120类
国际人才服务事项，并打造线上双语服务系
统，实现国际人才服务“一窗办”“就近办”

“掌上办”。截至今年 8月底，国际人才一站
式服务平台各站点共受理、咨询各类业务
16402件次。

聚资源 优化人才生态环境

良禽择木而栖。要实现人才引得进、留
得住、用得好，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生态环

境。高品质人才社区建设就是朝阳区打造良
好人才发展环境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朝阳
区依托国际化资源集聚优势，积极建设高品
质人才社区和“三国际一未来”（国际医院、国
际学校、国际人才公寓、未来论坛永久会址）
等重点项目，健全完善国际化人才生活配套
服务，营造朝阳区优质的国际化环境。

作为“三国际一未来”的先导项目，望京
国际人才公寓是北京首个完全按照国际化
人才需求全新建设的最大规模公寓项目，计
划2024年投入运营，为国际化、高层次、科创
与管理类人才提供安居优居服务。

与此同时，朝阳区还不断优化国际人才
宜居环境，推进特色示范街区建设，引入符
合国际人才饮食、消费、社交、文体休闲等习
惯的生活服务设施，打造国际化特色街区，
为人才提供便利生活服务。并通过举办国
际露天音乐电影周、亮马河国际咖啡文化
节、“京港青年生活节”等系列活动，营造多
元文化环境，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接下来，朝阳区将持续完善全链条人才
服务体系，统筹各方优质资源、专业力量，构
建多层次、立体化人才服务体系，全面营造
国际一流的人才生态，努力把朝阳打造成服
务全球人才、服务首都发展的重要承载区。

大运河北京段纵贯千年、历
史悠久，见证了城市的沧桑巨变，
承载了宝贵的文化记忆，同时，也
是连接首都功能核心区与北京城
市副中心的“文化科技创新发展
廊道”。朝阳区是运河文化带的
重要节点，通惠河、亮马河、坝河、
萧太后河等多条大运河的支流水
系都穿区而过。近年来，朝阳区
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带（朝阳段）
的保护传承利用，坚持通惠河、萧
太后河、温榆河、坝河（亮马河）四
条河统筹谋划、一体推进，下大力
气挖掘运河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
实价值，注重融入时尚元素，运用
现代科技多维度宣传展示，使运
河文化不仅“活起来”而且“火起
来”。

朝阳区制定出台了《朝阳区
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传承利用规
划》，积极加大大运河朝阳段重
点文物保护，深入盘活文物资
源。永通桥是大运河上的重要
文化遗产，保护修缮工程正稳步
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完工，将重
现“京通石道”“长桥映月”的历
史风貌。在永通桥保护修缮的
同时，我区同步开展数字化保护
工作，已完成数字化采集、修缮
前的模型制作、五次修缮影像记
录并制作完成 4部展示小视频，
设计制作了趣味修古桥 H5 页
面，数字化呈现通惠舟楫壮帝都
的景象，通过数字手段创新展现
朝阳区大运河文化魅力。神木
厂历史景观保护工程神木廊房、
《神木谣》碑及御碑亭已顺利竣
工，神木博物馆工程有序推进，
今后将形成整体神木历史景观，
成为保护、传承、展示神木文化的
殿堂和窗口，成为观赏和沉浸式
体验一体化的共享空间。

朝阳区还积极加大大运河品
牌项目打造力度。推动实现亮马
河“亮化”和旅游通航，将运河文
化的古韵和时尚潮流韵味通过科
技手段完美结合，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受到国内外广泛关
注，并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目前，亮马河通航延伸工程正有序展开，围绕“1河（亮马
河）2湖（朝阳公园湖、红领巾湖）24桥”，打造卧龙叠水、国
色天香及清漪小景等18个景点，连通朝阳公园和红领巾公
园，最终实现三环至红领巾湖旅游通船。朝阳公园北湖蓝
色港湾码头至红领巾湖 4公里已具备通航条件，预计今年
年底全部完工。开展通惠河整体保护传承，以点串线，将永
通桥、平津闸、高碑店湖、神木博物馆、庆丰闸、郎园等传统
与创意文化串联起来，实现协调联动发展，全力打造北京东
部地区通惠运河文化“网红打卡地”。

此外，我区还积极实施通惠河高碑店段的亮化工程，通
过科技、时尚创意等元素“点靓”悠悠通惠古运河，策划组织

“高碑店大运河文化节”等系列活动，组建百姓赛艇队，打造
特色体育品牌，推动运河文化与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积极
塑造具有运河情景的城市河岸夜间形象，努力将通惠河高
碑店段建成历史风韵与时代风貌相辉映，创意活力与生态
魅力相融合的人文运河、绿色运河、国际运河，全力打造北
京东部地区城市夜游热门打卡地。

滨水景观提升工作也正同步展开。我区积极推进坝河
滨水空间建设一期工程，治理东苇路至机场二高速段河道，
绿化、铺装河道沿线，同步实施拆移及小品设施建设，与坝
河滨水空间示范段连点成线，打造水秀景美的宜居滨水空
间。推进温榆河生态精品廊道建设，加大文化艺术元素植
入，打造滨水文化景观带。

森林走进城市 增加绿色福祉

“宜居朝阳”打造“公园里的城区”
记者 董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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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实验区示范引领全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记者 张慧娇

近年来，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充分发
挥先行先试示范带动作用，围绕文化产业的体
制机制、政策环境、市场体系、金融服务、人才培
养、发展模式六个方面，积极构建文化产业领域
全面改革创新体系，形成了一套可复制、能推广
的发展经验，文化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显
著增强，引领全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作用显
著显现。

2021年，国家文创实验区规模以上文化产
业单位实现收入 1492.9亿元，同比增长 42.6%，
占全区的52%，成为全国首个超过千亿元的文化
产业功能区。截至目前，国家文创实验区登记
注册文化企业达 5.08万家，其中规模以上文化
产业单位1389家，发展态势强劲。

先行先试 种好政策创新发展“试验田”

国家文创实验区充分发挥政策“试验田”优
势，积极构建文化产业领域全面改革创新体系，
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形成先行先试、集成创新的
政策体系。

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
规划》《“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将实验
区列入重点发展区域，鼓励实验区积极探索政
策创新，集聚发展数字文化产业，辐射带动区域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2020年北京市出台《关
于加快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核心区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成为北京市级层面首次针对
全市文化产业发展重点区域单独出台的综合性
文件。区级层面，实验区主动加大政策创新力
度，先后制定出台了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政策15条”“政策50条”“政策30条”，每年安
排专项引导资金，支持一批优质企业（项目），营
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

依托实验区文化双向交流窗口的优势，实
验区积极落实“两区”开放政策，率先落地“外商
独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等 5项政策，成功引进
索尼音乐、日本爱贝克思等知名外资文化公司
落户。实验区还在中国出版基地设立游戏出版
服务窗口，打造游戏审批服务的“绿色通道”。

2021年9月，朝阳区被认定为第二批国家文
化出口基地。在实验区的示范带动下，2021年
朝阳区重点文化企业进出口总额达 17.17亿美
元，2022年1至7月进出口总额8.2亿美元，文化
出口额年均增速8%左右。发布的全国首个反映
区域文化产业带发展情况的综合指数——国家
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指数，全面科学反映实验
区发展状态和趋势，打造了对文化产业及文化
产业园区发展进行动态监测和量化考核的“国

家文创实验区模式”。

文化+科技 新业态新消费释放新动能

近年来，国家文创实验区紧抓文化科技融
合发展机遇，深入实施“文化+”战略，促进 5G、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创
新应用，积极构建以文化传媒、数字内容、文化
贸易等为支撑的高端产业体系。

实验区实施了培育龙头企业的“蜂鸟计
划”和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出台全市首个
《文化创意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指南》，
以及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列专项政
策，重点加大对文化科技新业态、文化新消费的
支持力度，重点扶持网络新视听、数字广告、数
字出版、网游电竞、数字文旅等数字文化新业态
发展，不断优化数字文化供给，拓展数字文化应
用场景，全面激发文化产业内生动力。

随着国家文创实验区营商环境的不断优
化，优质企业纷至沓来。

全国首个 5G新媒体企业央视频在国家文
创实验区落户，掌阅科技、罗辑思维等一批数字

文化上市企业、独角兽企业在实验区集聚发
展。此外，在数字化发展趋势下，文创实验区鼓
励支持园区依托文化聚集优势，综合运用大数
据、VR、8K高清等新技术，培育发展数字、时尚
文化消费，转型升级为以数字文化、电商直播、
网游电竞、时尚消费等为主要特色的新型文化
产业园区，不断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2021年，国家文创实验区数字文化产业实现
收入485.4亿元，占实验区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收入
的32.5%。2022年1至6月实现收入250.7亿元，同
比增长28.8%，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共建共赢 打造京津冀文化协同共同体

9月1日，“魅力京津冀·2022”文旅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交流对接会在朝阳举办，以“峰会研
讨+项目推介+精准对接”的方式，聚焦创意设
计、演艺行业、工艺美术、数字文化、文旅消费 5
个产业方向展开讨论。活动由中国文化产业协
会、国家文创实验区管委会共同举办，旨在加强
京津冀三地政府部门间协同，帮助地方文旅产
业发展及解决痛点问题，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

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近年来，国家文创实验区充分发挥全国文

化中心核心区的示范引领作用，主动融入京津
冀协同发展大局，牵头发起成立全国首个京津
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中心、全国首个老旧厂房
协同发展联盟和全国首个国际文化产业园区联
盟，形成联动京津冀、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协同发
展机制。

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实验区以京津
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中心为主要平台载体，积极
搭建线上与线下平台，重点开展展览展示、智库
服务等活动120余场，创新打造的“魅力京津冀”
活动成为促进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一张靓丽
名片。已经促成京津冀文旅合作项目381项，累
计促成产业项目投资金额超过40亿元。

下一步，国家文创实验区将继续深入实施
“文化+”战略，持续深化文化领域改革创新，深
化文化科技融合，增强文化赋能城市发展功能，
加快发展数字文化新业态、文化消费新模式。
同时，积极打造以数字内容、文化传媒、文化贸
易、创意设计等为支撑的高端产业体系，为全国
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进一步探索经验、作出示范。

引得进 留得住 用得好

朝阳持续优化国际人才发展环境
记者 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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