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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汇广场位居北京中心城区
的西南部，四环路与莲石路交汇
的东南处。大区位是该地块位于
北京中心地区边缘的中关村石景
山、丰台等系列科技园区与金融
商务区、西站商务区、金融街的连
接地带，中区位是位于北连中关
村、南抵总部基地、东接丽泽商圈
的便捷区域，小区位是处于解放
军总院多个医疗、科研中心的资
源外溢区。项目基于资源区位禀
赋，功能设计以智慧产业、健康产
业的融合为驱动、以生产服务和
生活服务的融合为支撑，以生态
环境、人本设计为引力，意在营造
一处新时代高效工作、丰富生活
新体验的示范园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
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欣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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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丰台有一个被负氧离子覆盖的企业公园

大卖场变身花园式科技创新示范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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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文·中国手工坊走进第三届“龙门创将”

3月份空气质量数据出炉

丰台区创近7年同期最低值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 邵亦晴）养眼的绿
色铺满地面爬上楼顶，鸟儿啁啾鸣唱，在绿地
和楼宇间飞翔，一条铺设在草坪里的人行步
道弯弯曲曲穿行在楼宇之间，11 栋酷似钢琴
琴键的独栋小楼镶嵌在五彩缤纷的生态花
园之中。驻足西四环，丰台首汇广场让你眼
前一亮。

谁也想象不到，原先，这里是仓储型超
市和建材超市，有 400 多个摊位和 2000 多名
从业人员，造成人声嘈杂、车流混乱、交通
拥堵，周边居民和过往车辆怨声载道。疏
解非首都功能是解决丰台发展问题的金钥
匙，在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中，卢沟桥
乡下大力气将市场疏解腾退，利用疏解腾
退空间筑巢引凤、腾笼换鸟，本着补充完善
城市功能，重点发展科技创新，全力打造绿
色、生态、低密度、花园式的疏解整治促提升
样板园区。

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首汇广场高起
点规划、高起点设计、高起点改造、高起点招
商，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生态优势、空间优势
吸引高精尖企业入住。目前，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启康兴业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纷至沓来，一个朝气蓬勃
的健康产业科技创新示范园区在西四环悄然
崛起。

区位优势与交通优势兼具
“以前这儿每天都有好多运货车辆进出，

附近老堵车。现在好了！老卖场变成了新园
区，以前孤零零一个方盒子变成现在这样的小
楼群挺漂亮的，楼外的绿化看着都让人舒服，
整体就像个现代化网红公园。听说还要做成
开放式园区，那我们又多了个打卡拍照的好地
方，就好像身边多了个 798、红砖博物馆似
的。”周边群众蔡洋说。

首汇广场位于丰台区西四环卢沟桥乡郑
常庄村，总建设用地55亩，北通中关村，南达
丰台科技园区，东抵丽泽金融商务区、金融街、
CBD，西接石景山科技园区，周边聚集有301、
302、307 解放军医院、武警总医院、空军总医
院等国家级医疗资源，为首汇广场发展大健康
产业提供天然土壤。“首汇广场有着得天独厚
的区位优势，是西四环内的一方沃土，将实现
企业与金融资本、高知人才、国际化信息尖端
技术力量的互联。”首汇广场项目开发商负责
人冯众说。

在交通方面，首汇广场紧邻西四环中路，
出入四环主路便捷，10 余条公交线路直达园
区，同时，北邻进出北京的莲石路，再往北1.8
公里毗邻地铁1号线五棵松地铁站和西长安
街，东临西三环，南临京港澳高速路，多种交通
方式直达园区。

区委书记汪先永，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力
军非常关注首汇广场的发展，专门到首汇广
场调研。汪先永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市委市
政府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加强首都生态文

明与城乡环境建设工作要求，统筹做好疏解
腾退后空间的高效利用工作，将首汇广场打
造为绿色、生态、低密度、花园式的疏解整治
促提升样板园区，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实现区
域品质提升。

生态优势与时尚优势兼容
在一项“人们喜欢什么样的办公室”调查

中，公园、咖啡厅、家成为高频词。
改造后的首汇广场，绿化率达到了30%，容

积率为0.86。绿荫广场、户外草坪、景观小品、
屋顶花园，多层次、立体式的园林设计，使首汇
广场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花园。

记者来到首汇广场主楼5号楼，3层户外
有围绕楼体一周的绿地，4层还有两个50平方
米的专属花园，楼顶则可根据企业需要自行进
行屋顶绿化，望向对面的10号楼，不仅楼体郁
郁葱葱绿色环绕，户外花园还有秋千和鱼池。

“之前我们也去了多个地方进行选址，但
是最终还是选择来这里，因为它有独立的办公
区、配套设施完善、交通便利，园区里有700多
米的跑道，地下有300多个车位，除了2层的户
外花园可以休息、办公外，我们还打算进行楼
顶绿化，种一些蔬菜水果，员工都很喜欢这里
的办公环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行政负责人
李先生介绍道。

未来，在园区两侧的4号楼和11号楼还将
建立商业配套设施，如便利店、餐饮、咖啡厅等

业态，并在下沉广场开设健身房，为企业提供
演播厅、放映厅、露天派对等多种服务，打造职
场人的生活空间。

空间优势与时代优势兼备
4月16日，首汇广场举办项目推介会，活

动地点在园区西侧的一处下沉广场内。这里
是原超市停车场改造而成的，约1000平方米，
因为加装了透明的屋顶，还起了一个十分有趣
的名字“光合中心”，它将为企业提供路演、活
动的场地。

作为城市更新项目，“化整为零”是首汇广
场在改造中的设计策略。改造将原超市、建材
城方盒子似的1个建筑切割处理成9个建筑，
通过增加楼层、新建两栋楼，使建筑面积和之
前保持一致约 3.6 万平方米，践行减量发展。
并且利用原有地下车库，建设超过2000平方
米的独立地下商业。“园区中间这9栋楼的楼
体结构沿用了原有建筑，有些地方还将之前的
楼板变成室外走廊，对此我们请了相关建筑研
究院对结构加固，进行室内室外空间设计。”驻
场项目管理团队负责人袁青介绍。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丰台区 3 月份空气质量刷新近 7 年
历史同期最低值，排名全市第 6 名。3 月份丰台
区四项污染物累计浓度较 2018 年同期均有不同
程度变化，其中细颗粒物（PM2.5）累计浓度为
4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7.3%，SO2、NO2 和
PM10 累计浓度分别为 5、40 和 87 微克/立方米，
同比分别下降50.0%、31.0%和 28.1%，3 月份空气
质量达标天数 23 天，同比增加 10 天；共发生重
污染天数 2 天，同比减少 2 天，我区 3 月份空气
质量较往年同期大幅改善，近 7 年中最低值。
在全市各区县排名与去年同比，从 15 名上升为
第6名。

◀图为2013年-2019年3月份细颗粒物浓度。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发表重要讲话，北京要放弃发展“大而全”的经济体系，腾笼换鸟，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使经济发展更好地服
务于城市战略定位。要靠创新发展，舍弃“白菜帮子”，精选“菜心”。市委书记蔡奇指出，高质量发展是根本要求，要高在“高精尖”经济结构、高在
全要素生产率、高在质量效益上，精挑细选，专做“白菜心”。

丰台区紧紧瞄准经济发展和更好地服务于首都战略定位，正确把握好“舍”与“得”的辩证关系，紧紧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进一
步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布局。通过做功能疏解的“减法”，剥掉“白菜帮”，集中力量做好“白菜心”。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染绿城南，“第二金融
街”强势崛起，中关村丰台科技园区屡创新高，丰台区走出了一条减量发展、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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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4月14日，第三届“龙门创
将”全球创新创业大赛·中国赛区总决赛在深圳举
行。中关村丰台科技园区企业依文集团董事长、依
文·中国手工坊创始人夏华主持本次决赛。

中关村丰台科技园区的依文经过22年的发展
壮大和商业化运作，依文作为服装业的高端时尚品牌
已经享誉全球。业务范围扩大到服装、服饰、职业装、
管家服务、中国传统手工艺、礼品、国际品牌代理及文
化创意等领域，目前全国已拥有500余家店面。长期
以来，依文一直注重创新产业的发展与成长。在产品
设计上，依文将中国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传统工艺与国
际时尚元素完美融合。

在“龙门创将”总决赛期间，依文·中国手工坊带
来的手工艺术品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眼球。作为第
二届龙门创将中国赛区前三强，依文·中国手工坊带
来的深山民族的手工艺术，为“龙门创将”植入了来自
中国文化的古老创意。蓝染、蜡染、苗绣……传承了
千年的民族手工艺术，宛若深山中盛开的画卷，向来
自世界的听众娓娓道来曾流转在岁月中的民族故事。

“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民族传统刺绣，因为没有
文字记录，消亡得非常快。每一个纹样都是这个民族
的生命故事和美学态度，发现的过程很震撼。”夏华自
豪地说，“这种美学的原发性的创造力非常强，如何才
能让这种创造力与全球设计师碰撞出火花，让她们在
这个时代更具生命力，就是中国手工坊的使命。”

2016年“龙门创将”正式进入中国。不少来自北
京的创新创业公司都曾在“龙门创将”比赛中获奖，并
在赛后获得后续投资。创立以来，“龙门创将”在全球
扶持了近2000个创业项目，帮助初创企业建立了超
过1.3万个有效价值链接，多个创业项目成功被国际
知名企业收购，已获得总计超过8.85亿英镑的投资。
夏华是“龙门创将”中国赛区发起人。

2018年5月，安德鲁王子应夏华之邀，来到贵州
的绣娘合作工坊。去年，依文·中国手工坊作为第二
届“龙门创将”的参赛单位，以中国区前三强的身份进
入了总决赛。“目前，我们建立的线上数据库，整理和
提取3000多种中国传统美学纹样，收录了10000余名
绣娘。”夏华说。 XFTB004 ▲夏华向安德鲁王子展示中国马尾绣。(资料图)

本报讯（通讯员 关璐）4 月 11 日、13 日，区委书记汪先
永，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力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委组织
部部长张巨明等区领导两次来到长辛店镇大灰厂村和王佐
镇庄户村，检查农村地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检查中，汪先永强调，一是要提高认识。要全面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好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指示精神，认真落
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工作要求，建设生态宜居、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二是要
加强领导。建立区领导包村督查工作机制。三是要转变作
风。要开展村域环境网格化综合整治，乡镇所有处级领导、科
级干部以及工作人员要全员下沉一线，确保环境整治工作取
得实效。四是要严格标准。要在对标市级考核任务的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标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要注重村域环境的
绿化美化，同时挖掘村庄特色。五是要研究建立农村环境卫
生管理长效机制。探索建筑垃圾消纳管理办法，在确保不污
染环境的同时，减少建筑垃圾外运，实现自行消纳利用。六是
要严肃问责。对工作不力、整改不到位、考核任务未能完成
的，要严肃追责问责涉及的属地乡镇和相关职能部门。

区领导高峰、吴继东、李正斌、李岚、王新元、李春滨一同
检查。

区领导检查农村地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 沈蓓）4月17日上午，区委书记汪先永，区
委副书记、区长王力军与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冯云生一行及物美科技集团创始人张文中一行在丽
泽金融商务区管委会分别交流座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
委组织部部长张巨明参加与物美科技集团交流座谈。

汪先永表示，丰台区正处于推动各项事业上台阶的关键时
期，两家优质集团企业更多参与丰台区经济社会发展，将为区
域发展注入活力，实现互利共赢。他强调，要贯彻落实蔡奇书
记在丽泽调研时作出的“丽泽要成为第二金融街”重要指示要
求，全力支持基础雄厚、发展前景广阔的优质企业入驻丽泽。
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量身定制“政策包”“服务包”，提
供针对性强的配套服务，切实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落实落细。
要贯彻落实蔡奇书记关于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的指示要求，
按照区情民情，优先发展便民商业服务网点，提升改造现有网
点，打造“五分钟生活便利圈”，支持商超、社区便利店等发展

“夜间经济”，为居民提供高品质的生活服务。
区领导周新春参加座谈。

区领导与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物美科技集团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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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17日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丰台
区2019年度基层党建工作要点，区委书记汪先永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并研究了丰台区2019年度机关、国企、教育、卫生、
等相关领域基层党建工作要点；传达学习了全市巡视巡察工作会
议暨十二届市委第六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会议精神。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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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研究丰台区2019年度基层党建工作要点
汪先永主持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洁思）4月15日，区委书记汪先永到中关
村丰台园调研走访服务企业。

调研中，汪先永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民营企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蔡奇书记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休止符”的工作要求，切实服务好企业，
进一步推动中关村丰台园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加大企业培
育和扶持力度。二是要充分利用企业先进技术资源，让企业
参与、服务于丰台建设发展。三是要加快推进园区配套设施
建设，为企业发展打造宜业、宜人的环境。

区领导高峰、李岚一同调研。

本报讯（通讯员 丁博文）4月16日上午，区委书记汪先永
到新发地调研指导工作。在新发地村委会召开座谈会，与新
一届村两委班子进行交流，并听取工作情况汇报。

汪先永指出，新发地市场地处大兴国际机场与首都中心
城区的重要节点，承担着保障首都农产品安全供应的重要功
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新发地”已经成为农产品
市场的一个响亮品牌。希望新一届新发地村两委班子继续
发扬优良传统，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取得新的突破，实现更
好发展。汪先永强调，一是要加强市场硬件设施建设。二是
要建立现代化企业管理体系。三是要高标准改善村域人居
环境。四是要坚持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区领导高峰、李岚一同参加。

汪先永到中关村丰台园调研走访服务企业

汪先永到新发地调研指导工作

新闻速递

2019年北京世园会开幕在即，4月18日，区委书记
汪先永，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力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
委组织部部长张巨明，区政协主席刘宇带队赴延庆区北
京世园会施工现场检查指导我区承建项目及服务保障
工作。区领导一行在由丰台花乡花木集团承建的中国
馆北京展区、国际馆公共环境区域，详细了解施工进展、
环境布置、服务保障等情况；在生态花车、丰台区花坛主
题展区，实地察看生态花车、主题花坛建设情况并亲切慰
问一线工人。丰台区将以最高标准、最佳状态，保质保量
完成在北京世园会所承担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区领导吴继东、李岚、李春滨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