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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绿色金融
和可持续金融中心

2 月 4 日，在北京城市副中
心， 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建设正
式启动。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
院多次部署关于建设国家绿色
发展示范区的重要决策，2023
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大力推进国家绿色发展示范
区建设”，“推动北京绿色交易
所升级为国家级平台”，城市副
中心坚持以“30·60”双碳目标
引领经济发展向绿色低碳转
型， 加快建设绿色金融和可持
续金融中心， 北京绿色交易所

作为首都发展绿色金融的主要
载体， 正式启动打造国家级绿
色交易所， 是助力建设国家绿
色发展示范区， 推动副中心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自北京“两区”建设总体方
案发布以来， 城市副中心相继
被赋予了“全球财富管理中心”
“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
中心”两大定位，享有“两区”建
设的政策红利， 规划布局了超
8000 亿元的项目投资， 企业市
场发展空间空前广阔， 公共服
务更加优越， 经济社会发展活
力加速迸发。

签约环节中，通州区人民政
府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成本

调查中心签约，通州区运河商务
区管委会与北京绿色交易所、北
京 ESG 研究院签署 ESG 领域合
作协议。 北京绿色交易所分别与
北京市通州区生态环境局和密
云区生态环境局等国家首批气
候投融资试点城市政府部门签
署气候投融资领域合作协议，与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人保集团、
北京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副中心能耗
将达到全国一流水平

据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拥
有高规格、成体系的政策优势和

资源优势，积蓄着高质量、多元
化的空间优势和发展优势，到
2025 年，副中心单位地区生产总
值能耗将达到全国一流水平，本
地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
达到 20%左右。 到 2035 年，以绿
色为底色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布局和谐交融，蓝绿交织、水城
共融的城市生态品质显著提升，
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化深入
人心，和谐、宜居、美丽的绿色发
展高地将全面建成。

通州区委常委、副区长苏国
斌表示，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
区是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抓手，绿色金融是其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接下来，副中

心将支持绿交所升级为面向全
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 通州区
将支持绿交所开展各类绿色资
产和环境权益交易， 提供定价、
评估、清算等服务；建立反映企
业排放量的碳账户体系，打造金
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平台，在政
策范围内探索创新开发多种绿
色金融产品， 服务绿色低碳发
展。

2025 年金融业
增加值年均增速 20%

为支持绿色金融发展，苏
国斌表示， 副中心将吸引更多
绿色金融机构在城市副中心聚
集。 通州区将支持更多绿色金
融机构落户城市副中心， 推动
绿色基础设施 REITs 健康发
展， 积极吸引更多责任投资
（ESG） 机构、 绿色资产管理机
构在城市副中心集聚。

此外，副中心还将支持气候
投融资试点。 优化利用国际国内
绿色资本，以绿色金融引领带动
金融业快速发展，目标到 2025 年
实现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20%
左右。 苏国斌表示，副中心将深
化拓展绿色金融交流合作，积极
培育、发展壮大绿色经济，加快
构建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助力城
市副中心建设绿色金融功能主
要承载区和先行示范区，不断打
造绿色发展创新高地。

（据《北京青年报》）

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国家级绿色交易所

“失足少年”被判决后，如
何重新找回生活？ 2023 年 1 月，
在上海浦东的一间会议室 ，14
人围坐一桌， 话题紧密围绕着
一名“失足未成年人”。

2022 年上半年， 浦东新区
法院审理了一起罕见的涉未成
年人强奸案。 同在一所初中学
校就读的小东、小晴，两人父母
离异后都跟着祖辈生活。 情窦
初开的二人偷尝禁果， 结果因
为女方未满 14 岁且怀孕，14 岁
的小东以强奸罪被起诉。 法院
最终判决小东有期徒刑 2 年 9
个月，适用缓刑，同时禁止他在
缓刑考验期限内接触小晴。

不过， 判决没有为这起案
件画上句号。 小东后续面临着
失学、找不到人生目标，并伴有
抑郁、焦虑症等种种困境。 2022
年 3 月， 上海市儿童基金会常
务副理事长王禄宁在报纸上看
到了这则案情， 决定发挥专业
力量和纽带作用， 构建未成年
人帮扶社会支持系统。

记者从上海市儿童基金会
了解到，在王禄宁等人的积极
倡导和指导下，市妇联与浦东
新区法院、区妇联、区教育局、

区民政局以及小东所属街镇
的妇联、 司法所等相关单位，
多方联动、爱心接力，组成了
一个 16 人的专门工作小组 ，
后续为小东暂时解决了重返
校园的难题。

2023 年 1 月 17 日，上海市
儿童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王禄
宁、 副理事长史秋琴和来自市
妇联权益保障部的凌慧共同来
到浦东，决定趁新春和“蓝天下
的至爱”活动期间，再拜访一下
小东。 在此之前，三人先和浦东
新区法院的帮教法官夏艳、小
东如今所在学校老师、 司法所
社区矫正民警叶寅文以及小东
所属街道的社区工作者等碰了
头，大家围坐一处，分享小东方
方面面的近况。

2022 年 9 月， 小东正式入
学了浦东新区的某所学校，在
校前期的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
均属良好，但后续发现，小东仍
患有一定程度的心理疾病，经
专业诊断， 属重度抑郁，“目前
每个月， 他会定期前往市精神
卫生中心进行诊疗。 基于他的
心理状况， 目前还是建议居家
休养 ， 以心理疾病的治疗为

主。 ”现场相关人士介绍。
小东所属的学校教师介绍，

学校属寄宿制，为小东配备了专
门的教育教学教师，包括在心理
疏导上也下了功夫。 9 月时小东
的状况较为稳定， 但经过 10 月
小长假离校后，小东的心理疾病
发生了反复。 经过诊断后，学校
决定以孩子的治疗为主、学业为
辅。“作为学校来说，希望他能顺
利毕业， 我们也会继续顾好学
生，为他下一个阶段继续学业和
融入社会，做好铺垫工作。”学校
老师介绍。

随后，记者随王禄宁、史秋
琴和凌慧一行，在居委干部、同
时也是小东“邻家妈妈”的陪同
下， 登门拜访了小东并送上温
暖。 一上门，史秋琴便给了小东
一个大大的拥抱， 她握住小东
的手告诉他， 有任何困难都可
以告诉身边人或者“邻家妈
妈”，希望他积极生活，努力让
过往的生活翻篇，“我们所有人
都会帮你，你还非常年轻，要向
前看。 ”史秋琴说。

新修订的《上海市未成年
人保护条例》已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该条例整合政府保

护与司法保护， 细化学校保护
制度，对处于监护缺失、监护不
当情形的困境未成年人群体予
以特别保护。 王禄宁认为，在这
例罪错未成年人的帮扶过程
中， 除了制度化的联动协作工
作机制， 身处工作链条中的每
一个具体工作人员的热心和专
业是做好“体制内公益”的
重要因素。

上海市儿童基金会介
绍，目前小晴由属地政府及
社工帮教跟踪中，具体情
况他们也尚在了解，并希
望给予进一步关注。
“我们的工作还
远远没有

结束。 ”王禄宁说，“如今，上海正
在着力构建儿童友好型城市，我
们希望大家知道，这种友好不仅
仅是城市为孩子们建设了多少
个场所、设施，对于这样青少年
的帮扶，可能更是体现一座城市
温暖的所在。 ”（据澎湃新闻，小
东、小晴均为化名 ）

“失足少年”如何回归生活？
上海市儿童基金会构建帮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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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 日，“北京城
市副中心建设

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打
造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启动仪
式”在通州区举行。 启动仪式
上， 通州区人民政府与国家
发展改革委价格成本调查中
心、 通州区运河商务区管委
会与北京绿色交易所等机构
进行了签约。 未来，北京城市
副中心将持续以低碳为鲜明
导向， 支持绿色交易所建设
成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
易所， 全面推进国家绿色发
展示范区建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