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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文旅区规划实施方案年内完成
北京环球影城进入开园倒计时，外溢的
产业带动效应让大量国内外企业、机构争先
恐后地涌入城市副中心文旅区。1月13日，市
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后，
北京商报记者在对市人大代表，通州区委副
书记、区长赵磊采访时了解到，环球影城周
边、副中心文旅区内的规划实施方案年内将
编制完成，会覆盖生活、娱乐、商业等多类配
套的布局，目前已有影视、娱乐、演出等多个
领域企业在与文旅区接触。“同时，副中心夜
间文旅项目设计也已启动，三大文化设施、北
京环球影城周边、大运河两岸等都将形成新
的夜经济重点区域。”赵磊表示。

之，北京环球影城不仅两手牵着两个国家公
园，还链接了两大文化带，“不论是长城、大运
河，还是北京环球影城，其实都是中国文化最
大型综合网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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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代表性的象征。因此，环球影城周边在选择
市内免税店
落地产业时，也应更加凸显中国文化象征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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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集聚区的概念，与环球影城本身形成相互
老北京特色商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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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托效应”。
还有专家表示，很多在北京中心城区工
儿童室内游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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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上班族”在通州区置业，且居住较为集
中，这些人群消费能力强，餐饮、购物、休闲、
奥特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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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游玩等夜间消费需求旺盛，副中心在
发展夜经济、夜间文旅项目时应率先考虑这
数据来源：北京商报、北商研究院《2019中国主题公园调查报告》
些热门需求。与此同时，《2019中国主题公园
视设计等前、后端产业链上的企业和机构，以 周边一定会成为夜间经济发展重点功能 轴线和中轴线以西，而大运河景区作为中轴 调查报告》也显示，大型综合购物中心、市内
及AR、VR等与环球影城可以形成充分互动 区，与此同时，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大运 线以东唯一的国家5A级景区申办点，已经纳 免税店以及奥特莱斯成为了游客最期待的
多业态集聚文旅区
的行业。此外还有国际知名IP的演出院团等， 河两岸等也将设计更多与夜间文旅消费相 入文旅部备选项目库，“沿着大运河两岸，我 周边配套设施，如果把这三大热门选项叠
“今年底北京环球影城主体部分将竣工、 都在与文旅区进行接洽”。赵磊表示。
关的功能。
们将按照吃住行游购娱来布局夜间经济，带 加，可以看出“买买买”仍然是大众出游时最
明年上半年将开业运营，现阶段，我们需要重
“虽然三大文化设施要到2022年才竣工， 动整个大运河北京段成为夜间文旅新亮点”。 强烈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赵磊还提到，在对北京环
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环球影城周边到底应 球影城周边进行规划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但我们已提前在功能设置上添加了夜经济的 赵磊如是说。
不过，唯泰集团中国区董事、中国区事业
该布局什么？”赵磊表示，环球影城外、副中心 配套的建设同样重要，比如地铁、公交线路如 相关内容。”赵磊表示，比如三大文化设施中
发展部总监王钰麟也分析，要打造旅游经典
文旅区内有8平方公里的配套区，这一区域内 何接驳，城市标识如何与环球影城协调，以及 的图书馆可以开辟出24小时专区；而博物馆
目的地就需要周边项目配合，如果仅有一个
开启投资新蓝海
如何进行生活配套、娱乐配套、商业配套，要 周边居民区环境如何共同整治提升等。
主题公园或者一个奥特莱斯购物中心，游客
也可考虑推出夜间旅游相关的产品；剧院则
从规划层面考虑清楚，虽然目前街区控规已
“不论是北京环球影城周边配套业态布 可能就会选择当日往返，但如果有很好的匹
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安排夜间演出。他表示，现
经出炉，但实施方案仍需按地块进行编制。
在，国家大剧院等专业院团都参与了三大文 局，还是副中心夜间文旅设计方案，都将带动 配项目形成组合，就会说服客人延长停留时
提早布局夜间文旅
赵磊透露，与实施方案编制同步进行的
化设施的功能设计，夜间文旅项目的具体经 副中心形成一片文化旅游投资新蓝海。”业内 间，形成更多消费。因此，有专家表示，国际
还有文旅区的招商工作，娱乐、影视、商场、国
大秀、剧场演出、艺术展等，都是受消费者感
除了北京环球影城周边的配套规划，城 营模式、开放时间、运营特点将来会根据当时 专家表示。
际人才社区、演出院团等多个领域的企业都 市副中心文旅产业的发展也备受期待，尤其 的条件和需求来确定。
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 兴趣的文化消费形式，各类文化消费场景运
在与文旅区接触，“目前我们的洽谈对象中， 是当地的文旅资源如何与夜经济这一时下热
此外，正在创建国家5A级景区的大运河 鹏举看来，国家明确建设的三个国家文化公 营方确实可以思考，如何与北京环球影城相
有部分已经可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比如有 点碰撞出更多新火花、新商机。
也被副中心赋予了发展夜间文旅的重任。赵 园中，有两个位于北京环球影城周边，除了大 互借力。
意落地的影视相关业态，不仅有院线，还有影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对此，赵磊介绍，未来，北京环球影城 磊介绍，目前北京的5A景区基本都集中在中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还有长城文化公园，换言
北京环球度假区周边有哪些商业设施“备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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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险”在京将启动个人缴费
北京市政协委员郑实回答记者提问

北京商报记者在会上举手提问

政协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记者会举行

政协聚焦基层治理创新改革、老旧小区改造
1月13日，政协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记者会举行。来自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社
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闫满成；九三学社界别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副总建筑师郑实；社会
福利和社会保障界的北京市政协委员、通州区副区长董明慧，以及社会科学界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主任刘
凝4位委员，就促进基层治理创新改革、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控规和精细化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街道办事条例落实等相关话题一一
北京商报记者 张笑嫣/文并摄

进行了回答。

北京今年再建100个换电站
北京两
会期间，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市城管委”）副主任张春贵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截至2019年底，北京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约30万辆，充电桩保有量已达
约20万个。2019年北汽在北京建设了90个换
电站，2020年还将再建设100个换电站，并重
点完善“目的地”充电站布局。
根据《北京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
项规划（2016-2020年）》，到2020年，社会公
用领域，推进充电设施规模化、连锁化、品牌
化发展，形成在北京全市范围（不含山区）平
均服务半径小于5公里的充电网络；城市核
心区、通州新城、亦庄、延庆冬奥区域等重点
区域充电服务半径小于0.9公里。
对此，张春贵表示，北京充电桩建设已
经取得很大进展，市区很多地方两三年前就
已经实现了充电网络平均服务半径小于5公
里的目标，部分地方平均服务半径甚至已经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濮振宇）

缩小至不到1公里。“缓解充电难问题，我们
有一个大原则，就是重视出发地和目的地。”
张春贵表示，出发地就是小区充电桩，目前
北京市20万个充电桩中有14万个属于私人
充电桩，占比达到七成。
为方便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此前北京
市已规定新建小区停车位须100%具有安
装充电桩条件，办公类至少25%配置，且各
区的公共停车场配建公用充电设施比例不
低于车位数量的10%。然而，还有很多老旧
小区存在充电桩安装落地难的问题。对此，
张春贵表示，市城管委会配合有关部门在
改造老旧小区的时候安装公共充电桩，保
证一个老旧小区至少有一个充电桩。除了
出发地，在热门景区、写字楼等新能源车主
最常见的出行目的地，市城管委也会做好
充电桩的布局工作。
“对于充电桩企业，市城管委将‘奖优罚
劣’。”张春贵介绍，市城管委每年都会对充

电桩企业的运营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
括充电桩数量、用电情况、安全情况等，对于
表现优秀的企业，市城管委将加大奖励和补
助的力度，对于那些表现欠佳，甚至存在安
全问题的充电桩企业，将进行整治和惩罚。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北汽等车企正在积
极布局的换电模式，张春贵予以了肯定。他
表示，换电模式已经成功应用在了北京的出
租车上，有效降低了司机的购车成本，每辆
出租车更换电池平均只需几分钟。不过，目
前北京市的换电站多建设在五环外等相对
偏远的地区，未来市城管委将推动优化换电
站的布局。
针对新能源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被燃
油车占用的问题，张春贵表示，之所以会出
现这种问题，根本原因还是有限的停车位与
巨大的停车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对于违规占
用新能源车停车位的行为，有关部门已经出
台了法规进行处罚。

被称为“五险一金”之外“第六险”的长
期照护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在京试点
又有新进展。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商报记者
从北京市医管局党组书记于学强处了解到，
今年北京长护险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围至
石景山全区，并将首次试行全要素个人出资
制度。
具体来说，于学强介绍，下一步，北京将
根据国家层面相关制度有步骤地扩大试点范
围，“今年，石景山全区试点的长护险，将首次
实行全要素个人出资，即由原来的基本全部
财政负担变为个人和财政共同出资”。于学强
强调，试行个人缴费并不意味着试点覆盖的
居民和职工要个人“掏腰包”，个人缴费部分
可能会从医保个人账户中提取。“虽然现阶段
居民和职工试行的长护险制度还存在一定差
异，但从长远的角度来说，长护险还是会‘城
乡一体’的。”于学强表示。
于学强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未来，随
着长护险覆盖人群的增加，保险服务种类可
能会进一步扩容，补贴也会更加细分。据悉，
目前石景山区长护险提供的护理服务包括
每月专业护理人员上门服务6小时，协助被
保险人有效排痰、血糖监测、造口护理、吸
氧、鼻饲、留置导尿、监测生命体征等。区政
府责成区医保局委托两家商保经办机构，从
长护险的申请、评估、待遇享受、结算、支付
等环节进行检查，防止出现骗保行为，确保
基金安全。
长护险指的是为被保险人在丧失日常生
活能力、年老患病或身故时提供护理保障和经
济补偿的制度安排，目前有社会保险和商业保
险两种形式。
“在北京，去年石景山区已有3个街道试点
了长护险，目前保险的鉴定、服务，保险公司运
营等程序都已基本完成试点工作。”于学强表
示。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石景山区已受理长护
险312人，通过评估的289人，累计享受260人，
实时享受为189人。
在我国，“第六险”相关制度仍是保障领
域的新生事物，仍有不少问题悬而未决。有业
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长护险的概念提
出后，确实有相对年轻的在职员工提出疑问，
他们认为自己可能几十年后才需要动用这笔
钱，如果从工作初期就开始缴纳这部分费用，
累计这么多年，相关部门将如何确保这些资金
实现保值增值？
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任郑秉文表示，据不完全统计，老年人需
要动用照护保险金的比例大概两成左右，
而且普遍年龄达到70岁以上才出现这一需
求，如果从20多岁就开始缴纳的话，这部
分保险资金需要在库中运转几十年，确实
存在巨大的保值压力。更有专家直言，如
果相关顶层设计没有出台明确措施的话，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年轻人的缴纳
意愿。
“以日本为例，当地将长护险定义成：主
要为应对退休后个人处于失能、半失能状态
所需要担负的额外开支而建立的险种，因
此，日本规定从参保人年满40岁才开始征收
这笔费用。”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副秘书长齐传钧介绍称。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确定多个长护险试
点城市，从初步确定的政策来看，筹资方式、
界定护理服务标准等规定各有不同，有的地
方采取从基本医保基金中定期划转费用的方
式试点推进；有的地方则考虑新设立险种独
立筹资，而这些地方政策大多是根据当地财
政实力、参保个人和单位承受能力以及基本
医保资金充裕程度等方面确定的，试水方案
是否具备普遍参考性，能否普遍推开还有待
商榷。
在我国社保领域内，有关长护险应如何
确立险种、如何征收也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
有保险企业负责人表示，长护险应该是一个
完全独立的新险种，应该实现专款专用。“一
方面长护险与养老保险同属于长期涉老保险
项目，配套措施多与养老服务提供相关；另一
方面失能人群的医疗照护、需求等级和服务
给付的评估也需要医疗机构提供专业建议。
长护险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分散因高龄、
失能、失智等带来的护理费用的财务风险，不
能单纯地归于养老保险或者医疗保险范畴。”
该负责人表示。
齐传钧直言，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开
启长护险试点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各试
点地区如果实施相对碎片化的制度，未来
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能否和全国或者
非试点地区实现相互衔接，“ 而且在试点地
区创新制度后，参保人工作地点转移至非
试点或制度有差异的地区，已缴纳保险费
用的转移接续也需要进一步斟酌，应避免
因制度‘落差’对劳动力流动形成限制”。齐
传钧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