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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区两会 A09

首个文化金融服务中心落户朝阳
北京冬奥村项目建设启动 赛后将作为人才公租房
关键词：奥园

北京晨报记者昨天从朝阳区“两会”获悉，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正在策
划设立北京市首个文化金融服务中心——
—文创实验区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打造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化金融服务超市”。

水立方冰场改造今年施工

关键词：国家文创实验区
打造三间房文化综合体新地标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
管委会副主任李强介绍说，文
创实验区自成立以来，推进“腾
笼换鸟”，引导一批老旧工业厂
房转型升级文创产业特色园
区，打造城市文化新地标。目
前，朝阳区已有 41家老旧工业
厂房转型升级改造为文创产业
园区，完成改造建筑规模 211.1
万平方米，其中 24家位于国家
文创实验区。
李强说，目前实验区正在研
究推进位于四惠的国华热电厂
改造项目，未来有望改造成美术
馆和艺术馆。同时，朝阳区还将
在传媒大学对面打造三间房文

化综合体，约 60万平方米，将引
入国内外文化企业总部，建成后
将成为地区的新地标。
实验区鼓励文创园区利用
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建设艺术
馆、美术馆、城市书屋，推动文
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比如郎园
文创园定期举办电影自习室、
创意市集、艺术体验课等活动，
创办 24小时“良阅·城市书
房”，铜牛电影产业园发起了
“主旋律电影联盟”，这些公益
活动既集聚了文化资源、提升
了创意文化氛围，也丰富了市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目前，文创实验区已经形

成了以高附加值和高成长性产
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互联网
+文化”新兴领域文化企业收入
占比达到 52.1%，其中科技含量
高、创意程度高、附加值高的移
动新媒体、数字娱乐、数字出版
等领域企业实现收入年均增速
在 40%以上。
截至 2017年 12月底，实
验区登记注册的文化企业数达
到 37601家，2017年新增注册
资本金 5000万元以上 220家，
1亿元以上 72家，注册资本金
合计 213.1亿元。朝阳区文化创
意产业企业超过 8.6万家，2017
年新增 1.4万家。

线下“文化金融服务超市”落户莱锦

李强说，文创实验区加强金
融创新，完善文化金融服务体
系，设立 100亿元规模的朝阳
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金，扩大
文创企业投融资渠道。目前，实
验区正在策划设立北京市首个
文化金融服务中心——
—文创实
验区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打造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文化金融服务
超市”。他透露，其中线下的“文
化金融服务超市”位于莱锦文创
园，预计今年投入使用，将吸引
金融投资机构入驻，为金融机构
和文创机构搭建合作平台，文创
机构也可在“线下服务超市”进
行路演等活动。
2017年 9月，文创实验区
正式实施“蜂鸟计划”助飞行

动，并发布了首批认定的 270
家“蜂鸟企业”名单，建立上市
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的“战略
储备库”。入选企业可享受快捷
担保、银行见保即贷等金融服
务，还可获得担保费、信用评级
费 用 50%的 补 贴 及 30%至
70%的贷款贴息。
2017年，文创实验区新增
上市文创企业 19家，掌阅科
技、宣亚国际和创业黑马等科
技含量高、品牌影响力强的企
业成功登陆主板。截至目前，实
验区共有上市文化企业 81家，
其中，新三板挂牌企业 75家，
港交所 1家，上交所 1家，深交
所 4家。从行业分布看，软件、
网络及计算机服务业占比最

高，其次是广播、电视、电影行
业，排名第三的是广告会展业。
在实验区的带动下，朝阳区文
化创意上市企业数量稳步增
长，共有上市文化企业 182家。
为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发
展，助力更多企业享受国家产
业政策红利，文创实验区制定
出台了北京市首个《文化创意
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指
南》。《指南》针对文创企业申报
高新技术企业的重点和难点问
题，系统梳理了“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工作的组织与实施、认
定条件、认定程序、享受政策优
惠及认定成功的后续工作，以
使更多的文化科技类企业知晓
该政策，享受到这项政策红利。

关键词：CBD
将建信用评估与楼宇管理联动机制

今年，北京 CBD将严格
规范入驻企业经营，建立信用
评估体系与楼宇管理系统联动
机制，打造智慧楼宇品牌，探索
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新模式。
据 CBD管委会常务副主
任郭亮介绍，北京 CBD企业
信用监管平台嵌入了企业信
用风险评估模型，实现了对企
业风险的实时评判，根据企业
风险类型，建立全面监测、重
点监测、瞬时风险监测的监管
模式。2018年，企业信用监管
平台将与楼宇管理系统实现
联动，更有效地规范企业经营
行为，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
截至 2017年 11月底，
CBD功能区内科技服务业数

量保持高速增长，新增注册企
业 6000家，占新注册企业数
的 34%，科技服务业和文创产
业累计实现税收 164.3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2%和 12%，
两大产业在 CBD功能区经济
体量占比提升到 15%。
郭亮还透露，今年，北京
CBD管委会将联合街道、交
通等部门及商务楼宇探索
CBD区域交通秩序改善新模
式，结合地铁 28号线建设开
展东大桥区域一体化规划设
计，改善 CBD区域的交通环
境。目前，东大桥区域一体化
规划正在研究，将通过地下空
间与周围楼宇联通，解决交通
拥堵问题。

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
相关负责人说，作为 2022
年冬奥会开闭幕式和冰上
项目的主承载区，奥林匹克
公园今年将继续做好冬奥
会筹备各项保障工作。
上个月月底，北京冬奥
村项目建设正式启动。北京
冬奥村位于奥体中心南侧，
总建筑面积约 19.17万平方
米，是冬奥会重要非竞赛类
场馆之一，赛时为各国运动
员及随队官员提供住宿、餐
饮、医疗等服务，赛后作为
人才公租房，面向符合首都
城市战略定位的人才配租。
标志性冬奥场馆——
—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也在
如火如荼地建设着，目前已
基本完成土护降工程，预计
2019年年底完工，2020年
进行测试赛。冬奥会期间，
国家速滑馆将承担速度滑
冰项目的比赛和训练，冬奥
会后将成为能够举办冰上
国际赛事，并供大众进行冰

上活动的多功能场馆。
作为赛时的冰壶场馆，
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冰
场改造的科研工作正在持
续推进中，今年改造施工将
正式开工，未来的“冰立方”
既可承接专业冰上赛事活
动，也可举办水上赛事。水
立方还计划在南广场建设
面向大众开放的冰场，进行
冰壶运动的普及和推广。
国家体育馆在冬奥会
期间将承担男子冰球所有
比赛和女子冰球决赛，将
于 2018年启动冬奥会场
馆改扩建工作。冬奥会后，
国家体育馆将作为专业的
冰球场地举办冰球赛事，
引入冰球联赛，发展冰球
相关产业。
位于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的亚洲室外最大的四季
滑雪场——
—奥森尖锋旱雪
滑雪场也将作为中国国家
队训练基地，助力备战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亚投行总部主体结构封顶

除了服务好冬奥场馆
建设、加快大型活动聚集之
外，奥林匹克公园的区域产
业承载能力也在强化。
“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要求，奥林匹克中心区是
集体育、文化、会议会展、旅
游、科技、商务于一体的现
代体育文化中心区。”奥园
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奥
园将加快聚集和吸引高端
会展、国际文体活动，深化
‘国际交往联络窗口、世界
文化交流平台、国家体育休
闲中心’功能”。
据悉，目前国家会议中
心二期项目概念设计招标
已经完成，即将确定最终设
计方案。去年年底，亚投行
总部项目主体结构已封顶，

预计 2019年年底前交付
使用。
同时，位于奥林匹克公
园南部区域的奥体文化商
务园区正在陆续建成并投
入使用。未来，该区域将为
国际组织、机构和企业入驻
提供 60余万平方米的产业
空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总部、百信银行等知名企
业已纷纷入驻。
此外，中国国学中心已
进入展陈阶段，中国国家美
术馆设计方案进入批复阶
段，中国工艺美术馆（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正进行
可研评审，国家科技传播中
心项目可研报告已获国家
发改委批复，规划方案已通
过市规划国土委审批。

关键词：朝阳园
大望京中央公园 2018 年完工

据中关村朝阳园管委会
创新处处长刘星川介绍，
2018年，朝阳园将继续引进
国内外知名高端企业聚集，
全球领先动力设备制造商康
明斯、世界领先的生物制药
公司诺和诺德、生物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诺禾致源等企业
将入驻于此。
为了给入驻的企业、人才
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朝阳园

将加快大望京生态绿色示范
区建设。贯穿整个大望京科技
商务创新区的中央公园将于
2018年年底完工。中央公园
为大望京国际科技商务区绿
化景观公园项目，届时园区内
将翠色欲流，水波清澈。
今年，朝阳园会启动大望
京生态绿色示范区建设的三
年行动计划，让园区更加绿
色、生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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