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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北京各区两会】

东城今年将新增学前学位两千个

东城：提升教育优质均衡程度
东城区教委主任周玉玲介绍，今
年，北京市东城区将新增学前学位2000
个，包括和平里一区幼儿园、永外地区
幼儿园等，均将于今年9月开学。
2019年，东城区通过扩建公办园、
新增民办园、社区办园点等多种渠道，
新增学前教育学位2190个，目前全区
在园幼儿已达1.9万人，入园难得到有
效缓解。周玉玲说，今年，东城区还将
再新增2000个学前学位，包括和平里
一区幼儿园，设6个班，今年3月至暑
假进行招生；永外地区幼儿园设12个
班，共招生360-400个幼儿，目前正在
走审批手续，今年9月将开班；还有龙潭
路8号、地安门东大街47号等，都分别正

在新建幼儿园。
不仅学前教育，东城区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去年，东城
区在和平里、天永两个学区分别增设北
京二中分校、汇文中学初中优质学校校
区。其中，北京二中分校北校区将在今
年3月开工建设，9月投入使用，对口接
收史家实验小学毕业生，并以派位方式
接收部分和平里学区的小学毕业生。汇
文中学初中南校区，则针对性增加永外
地区的优质初中学位。
此外，今年起，北京市东城区将着
力创建“国家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东
城教育“数据大脑”和5-10所“未来学
校”，引领区域智慧教育发展。

西城：引入20家金融科技机构落户动批
2020年，西城将启用包括奇安信集
团总部楼宇（原万容市场）、北矿金融科
技大厦（原天和白马市场）、首创·新大
都金融科技创新服务示范园区在内的
10万平方米核心区升级改造楼宇空间，
推动新动力金科中心（原四达大厦）和
北京金融科技中心（原世纪天乐市场）
楼宇升级改造。同时，“金科新区”将引
入20家标志性金融科技机构落户，并加
快筹建金融科技实验室，构建协同创新
的产业生态。
中国人民银行将率先在“金科新
区”启动实施中国版“监管沙箱”试点。
提升成方金融科技论坛国际化水平，探
索举办全球金融科技峰会2020，以全球
视野搭建国际高端金融科技对话和交
流合作平台。深入实施“金科新区”三年
行动计划，巩固好“金科新区”良好发展
态势，努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
科技中心。
此外，还将全面落实“金科新区”交
通规划，完成区域整体交通工程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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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叶堂林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正处于
非首都功能疏解时期，原有动批的场地
需要围绕北京的四个“中心”，尤其是围
绕全国文化、科技中心实现转型；第二
个转型方向是一定要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打造高品质生活服务业，实现
业态的转型升级；第三，要以高质量的
发展模式替代原有的批发零售的低效
率发展模式，要求单位劳动力的产值和
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提升上去。
北京市社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
副主任、研究员陆小成则对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行
动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核心区部分腾
退空间建议坚持留白增绿原则，不断
扩大生态空间，增加文化和服务设
施，将更多的经济功能、资源要素向
发展新区疏解，让发展新区活起来、强
起来。

北京进入区两会时间。2019年
12月，北京14个分区规划、首都功能
核心区控规草案相继发布， 各区功
能定位、 发展目标和规模、 空间布
局、 高精尖发展等逐步得到明确。1
月5日， 北京各区召开人民代表大
会，也让各区的发展轮廓初见端倪。
其中， 东城区将新增学前学位2000
个， 西城区动批区域将启动楼宇改
造和业态升级，朝阳、密云、平谷等
区也将在公园绿化、便民停车、生猪
生产等方面有更多举措。2020年将
是北京分区规划落地的一年。

朝阳：再添十个公园

密云：提供错时共享停车位

平谷：恢复生猪生产

2020年，朝阳将增绿近万亩，并建成温榆
河公园、东郊森林公园、黑庄户农业生态公园、
朝南万亩森林公园等十处超大型公园。
具体来看，2020年，朝阳区将继续完善“两
环六楔、五河十园”绿色空间布局，计划新一轮
百万亩造林绿化面积9200亩，建成6个城市公
园、4个郊野公园，新建绿道11公里。
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王礼先介绍，
2020年新建成的4个绿隔公园包括一道绿隔地
区的广渠路生态公园、京城梨园公园（二期），二
道绿隔地区的金盏森林公园以及温榆河公园朝
阳段（一期）。
与绿隔公园相比，6个城市公园则显得体
量小了不少，包括高碑店的北花园、北苑的润泽
森林公园、豆各庄的城市综合公园和朝丰社区
公园、平房的福临园等。
2020年朝阳区农村地区将继续大尺度增
绿，孙河地区孙河郊野公园等多处公园将建成
开园，景观生态林、景观绿化等也将开工建
设。围绕“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朝阳区农村
地区计划疏解腾退土地空间316公顷。十八里
店小武基公园、朝来森林公园三期等公园将建
成开园。

据密云区城管委主任李长全介绍，今年，密
云城区内39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将错时对外开
放内部停车场，优先保障周边居民车辆停放，夜
间可为23个住宅区提供2832个共享泊位。
据介绍，今年，密云区提出在机关企事业单
位及空闲区域率先开展“低价有偿”错时共享停
车的工作思路。城区内39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将
错时对外开放现有内部停车场，夜间可为23个
住宅区提供2832个共享泊位，实施电子收费，
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停车需求。
下个月底开始，密云区城管委、鼓楼街道、
果园街道、区大剧院、区政府西侧停车场、区图
书馆、区水务局等8家单位将作为试点，先期开
展此项工作，共计提供771个停车泊位。试运行
两个月后，此项工作将全面铺开。
同时，阳光街道路南侧、华远市场东部、果
园北街南侧还有四个地块可提供共享停车泊位
1050个。39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空闲地块资源
共享停车全部实施完毕后，可增加停车泊位
3882个。
目前本市公共建筑夜间闲置车位约90万
个，如果能够推动50%的闲置车位与居住区进
行错时共享，可解决约35%的居住区停车缺口。

平谷区副区长付湘生表示，今年底，“新希
望”5s超级猪场将布局种猪6000头，存栏6万
头猪。
当前全国正加快恢复生猪养殖，平谷区基
于“多规合一”的信息化基础，筛选符合条件的
地块，并向有意向发展生猪产业的企业全部公
开。目前，平谷已启动首农种质基地、新希望5s
超级猪场、大伟嘉SPF猪场等项目建设，推动种
质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
这些阶段性成果也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平谷
区别具一格的产业布局。在日前公布的平谷区
分区规划上，明确将重点发展农科创与绿色智
慧物流、无人机三大板块和休闲旅游、生物医药
等一并列入分区规划重点工作。
此次人代会上，平谷区常务副区长吴小杰
表示，今年5月前，将计划完成“京瓦中心”挂牌、
入驻园区等相关工作，年底前完成京瓦农业科
技创新中心现代林果业、畜牧业实验室建设。
据介绍，建成后的京瓦中心，将作为北京市
农业创新的枢纽，搭建连接企业和科研单位的
桥梁，打造高品质农产品生产、农业绿色可持续
发展、全产业链价值创造的高地。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西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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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站之战
陶凤

京津城际、京沪高铁电子客票全覆盖
部门将在今年春运前对一些验证验票闸机
持电子客票
进行更新，电子客票业务将覆盖更多线路。
根据规划，在2020年铁路春运期间，电子
乘车流程
打印或下载购票信息单
客票将实现在全国高铁线路基本覆盖。
实行电子客票后，旅客在以上线路购
无需换取纸质车票，持购票身份证件检票乘车
票、进站乘车、退改签等流程将发生一些变
化：通过12306网站（含手机App）购票的
开车前或乘车日期之日起30日内可打印报销凭证
旅客，可自行打印或下载购票信息单；旅客
通过互联网购买试点车次电子客票时，支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彭慧）春运一
购票的信息提示，不能作为乘车凭证使用。 付成功页面将提示“您本次购买的车票是
天天逼近，铁路购票热火朝天，而电子客票
旅客如需报销凭证，可于开车前或乘 电子客票，无需换取纸质车票，请乘车人持
试点的推行让旅客出行有了新期待。1月4 车日期之日起30日内，凭购票时所使用的 购票身份证件检票乘车”。
日，北京商报记者探访北京南站发现，该站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售票窗口或自
网站页面增加“我的行程”功能，对于
始发的京津城际、京沪高铁等线路已全部 动售票机换取报销凭证。
通过铁路12306刷脸核验的用户，可查询
启用电子客票。自该站2019年11月26日推
今年春运期间售票相当火热。国铁集 本人作为乘车人，通过铁路12306、试点车
行电子客票试点以来，持电子客票出行渐 团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1月3日全国铁路 站窗口（含客票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下
渐成为人们新的出行方式。
共售出车票1637万张，再创历史新高。
同）购买的所有列车购票记录。
在北京南站18B自动检票口，刘女士
春运的火热，不仅昭示着一场盛大的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当旅客在
将准备好的二代身份证放在闸机口，不出 人员流动，也对铁路部门出行服务形成了 12306App上购票成功后，只要绑定相关
两秒，闸机口“咔”的一声打开了。“从进站 更高的挑战。电子客票的试点，不失为缓解 微信及手机号码，就能获取官方发送的出
直接就到检票口，省去了排队取票的时间， 客流压力的一种新途径。北京商报记者了 行提示，方便多渠道获取出行信息。
这样也不会很慌乱了。”刘女士从容地告诉 解到，自2019年11月26日零时起，京沪高
另据介绍，旅客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记者，她正要乘坐G2209次列车前往天津。 铁线北京铁路局管内北京南至德州东段间 民身份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台
“在网上购票之后，旅客可实现无纸化 北京南、天津西、廊坊、天津南、沧州西、德 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
通行。若旅客需要，也可来到车站自动售票 州东6个站（以下简称“试点车站”）试点实 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可自动识读证件
机前，自行打印购票信息单或者报销凭 施电子客票业务。
时，可凭购票时使用的乘车人有效身份证
证。”站在自动售票机前，北京南站售票车
此后，试点又逐渐扩大：自2019年12 件原件，通过自助闸机完成实名制验证、进
间副主任董芳拿出一张购票信息单向北京 月10日起，京津城际铁路及延长线共涉及 出站检票手续；旅客持户口本等不可自动
商报记者展示。购票信息单上可显示车次、 北京南、天津、天津西、武清、塘沽、滨海、军 识读证件时，可凭购票时使用的乘车人有
检票口、车厢、座位以及票价等信息。
粮城北7个车站试点实施电子客票业务。 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人工通道完成实名
需要提示的是，购票信息单仅作为旅客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春运临近，铁路 制验证、进出站检票手续。
通过12306网站（App）购票

B站突围一直在摸索两条路“走路”。一

从观众和资本市场的反馈来看， B站的

边坚守自己的腔调，一边也从未放弃出圈的

良苦用心他们确实收到了。从微博排山倒海

努力。自己的腔调在动画、漫画与游戏，背后

的讨论，到朋友圈漫山遍野的转发，都是观

反映出二次元文化、 亚文化的一个生存状

众对这场“懂人心”的晚会最好的回应。从新

态：可以有，但见不得光；雷区太多，终究放

年的纳斯达克开盘， 到1月3日一周行情收

不开手脚。

官，B站在两个交易日中上涨超过18%， 市值

无数次接近突围， 无数次还差一点点。

上升10亿美元。这场资本盛宴，也几乎完全

“出圈”之路难在既不曲意逢迎，又不背叛自

是由一场跨年晚会所带来的。

己的腔调。想要完成这个转型，不是简单地

B站要做中国YouTube的野心路人皆知，

去二次元化、逐渐弱化番剧，而是需要一个

也是资本市场对其最大的期待之一。 换句话

动态的此消彼长的博弈。在此过程中，会有

说， B站在内容上的竞争对手不是爱奇艺优

背叛，亦会有新生。商业社会的生存法则里，

酷腾讯， 在流量上的竞争却无法摆脱它们。B

向来不讲长情。 圈地自萌的人总要长大，B

站笼络了Z时代的年轻人，但是要突破流量困

站的年轻学生们终将走出校门融入社会，一

局，不可能只以学生群体作为主要用户。

个想要活得长久的B站， 定要时刻准备和用

“吊打” 来得天时地利人和。B站跨年晚

户一起成长。

会凭一己之力成功出圈的时候，正逢卫视流

9012年了，情怀不光老年人有，年轻人

量厮杀被嘲“套路”不变诚意不足，长视频搞

更甚。 这场看似专属于年轻人的跨年晚会，

出VVIP搬起石头砸自己脚。B站的突围来自

其实是给各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准备的文

于对比强烈的好感， 也来自于精准定位、走

化输出。怀揣动漫游戏情怀，大胆多元融合

心策划的诚意。

主流内容，借此拓圈广泛吸粉。没有哪一种

天下苦流量久矣。假唱也好、硬广也罢，

垄断坚不可破，在巨头环伺的市场中找到增

没有好产品接驳，流量依然是卫视跨年厮杀

量、搏击存量，这是真正Z时代的力量，也是

信手捏来的武器。长视频巨头走向付费商业

市场经济真正的活力所在。

模式对标美国奈飞，不可避免地要走重资产

2019年12月31日晚，B站跨年晚会的主

模式，投入巨额版权费和自制片成本才能换

题突然改变，由“2019最后的夜”改为了“2019

来会员收入与广告赞助， 盈利困局多年不

最美的夜”。长路漫漫，B站之战，正是以年轻

破，着急从VIP“升级”VVIP不足为奇。

之名为成长而战。

▲
▲
▲

2019年最后一
“
哆嗦”，B站终于一战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