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高精尖经济结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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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2000人学燃气安全知识

五年来， 本市加快高精尖经
济结构构建。 全市服务经济、 知
识经济、 绿色经济、 总部经济特
征更加明显， 新技术、 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成为首都经济新
的增长点； 不断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 建设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 加速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竞争优势和增长动能， 进一步
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高精尖产业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2.5万亿元

2010年8月，石景山区获批成
为全国37家“十二五”国家服务业
综合改革试点之一。目前，试点区
初步形成了以长安金轴、 北京保
险产业园、 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
服务区、 中关村石景山园为代表
的“一轴三园”的发展格局。

筑巢引得凤凰来， 石景山区
定位 “高精尖” 经济结构， 初步
形成了现代金融、 高新技术、 文
化创意、 商务服务、 旅游休闲五
大高端服务业。 去年， 服务业占
全区经济比重达到69%， 比2010
年提高12个百分点， 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为93.5%， 成为支撑全
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动力。

“十二五”期间，石景山区金
融业引进了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
等龙头企业，收入增长近15倍；高
新技术产业总收入增长近6倍，成
为全区唯一千亿级产业集群；文
化创意企业由“十一五”末的2700
多家增加到5600家，动漫游戏、影
视制作、 设计服务等产业特色突
出； 商务服务业快速发展， 创建
“北京电子商务集聚区”，获批“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十三五”时期，石景山区将
继续深化改革， 力争到2020年服
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2%
左右， 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
加值比重达到70%左右。

近年来， 本市促进高精尖产
业发展的政策举措有很多。 仅以
服务业举例， 2011年， 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被确定为全国
第一个现代服务业试点区域 ；
2015年出台 《关于进一步优化提
升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构建高精尖
经济结构的意见》 《北京市提高
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行动计划》。

而这一系列政策举措的推
出， 也让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见
成效。 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2万
亿元， 服务业年均增长7.6%、 占
GDP比重80.3%、 对经济增长贡
献近90%。 2016年， 中关村企业
总收入4.6万亿元 、 增长12.8%。
实现增加值 6254.1亿元 、 增 长
13.3% ， 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25.1%， 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39%。

据了解， 五年来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7.3%、 地区生产
总值达2.5万亿元 ， 年均地区生
产总值增加1729亿元 ， 相当于
1996年全年的经济总量 （1789.2
亿元）。 人均GDP达到11.5万元。

创新驱动发展
怀柔科学城交叉研究平台开工

今年5月， 国家发改委 、 科
技部批复同意建设北京怀柔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 成为继上海张
江、 安徽合肥后批复的第三个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据了解， 北京建设全国科技

创新中心以 “三城一区” 为主平
台， 与中关村科学城、 未来科学
城相比 ， 怀柔科学城要抓 “突
破”， 聚焦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集群和前沿交叉研究平
台， 建设我国最高科技水平的科
学研究和人才聚集高地。 怀柔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的主支撑， 是怀柔科学城
建设的重中之重。

怀柔科学城将重点建设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 规划建
设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
若干跨学科交叉研究平台。 目前
5个院市共建交叉研究平台已全
部开工 ，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
置、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计划
年内开工。

五年来， 本市通过创新驱动
来提亮发展，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 通过建设全国科技创
新中心， 加速形成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竞争优势和增长动能， 进一
步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
用 。 2016年 ， 全社会R&D经费
支出达到1479.8亿元， 位列全国
第一； 研发投入强度5.94%， 达
到发达国家水平； 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到76.8件； 科技对本市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 中
关村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中关村高技术企业实现总收入
4.6万亿元 ， 较五年前翻番 ， 中
关村创业投资、 天使投资案例与
金额均占全国40%左右。

6月16日 ， 2017年北京市安
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举行。 活
动以宣传燃气安全为主， 分主会
场、 分会场和线上活动三部分。

在主会场海淀区曙光文化广
场， 现场以燃气安全主题公园的
形式， 设置了8个主题展示区域。
近2000人参加了主会场活动。

在这8个区域中， 快乐燃气
主题区最热闹， 人大附小的学生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通过智力
闯关、 紧急行动、 穿越障碍等游
戏环节学习安全。 现场还设置了
消防宣传车宣传消防知识， 并组
织开展了消防模拟逃生帐篷、 模
拟灭火实训等互动体验。

“我们这没有违章操作， 更
没有着火 ， 您是不是看错了 ？”
在活力燃气主题区， 安全系统职
工自编自演的一台文艺演出正在
进行， 呼吁大家关注燃气安全。
智享燃气主题区域内设置了新媒
体互动游戏体验 ， 包括拼图游
戏、 知识大比拼、 危化安全等方
面的内容， 市民可以通过手机扫
码的方式参与游戏。 在互动咨询
主题区，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及相
关部委设置的6个咨询台。

同时， 在主会场， 北京燃气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4家市属国

有企业的负责人围绕如何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进行交流发言。

据介绍，分会场活动在各区、
街乡、企业、行业部门同时开展，
面向企业职工、 社会公众举办了
以燃气安全为内容的安全生产宣
传咨询活动。在线上活动，市安全
生产监管局、北京燃气集团网站、
微信公众号、 官方微博等宣传咨
询日活动相关内容， 接受燃气安
全隐患举报、咨询、有奖竞答等。

据悉， 除咨询日当天外， 本
月还将设立开放日， 邀请社区群

众、 学校学生走进燃气企业， 了
解燃气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 学
习燃气安全知识， 提高社会公众
的安全意识。

全市五年GDP年均增长7.3%

6月16日， 市民政局领导班
子集体走进12345热线 ， 每人一
部电话， 现场接受市民咨询。

“喂， 您好， 我是北京市民
政局局长李万钧， 有什么需要我
帮您解决的问题吗？” 在位于大
兴区亦庄的市政府便民服务热线
12345大楼9层的接线大厅中， 市
民政局局长李万钧与其余领导班
子成员戴着耳机， 详细记录拨打
热线市民的诉求和难点， 并耐心
解释相关政策 。 在一个半小时

中， 16名成员共接听热线52个。
去年以来， 北京市民政局紧

紧围绕养老 、 救助 、 慈善 、 福
利、 婚姻、 殡葬等领域， 编制了
《北京市 “十三五” 时期老龄事
业发展规划》， 出台了几十余项
惠民新政。 为检验这些政策的落
地情况， 在做好政务公开、 信息
发布、 解读和回应的基础上， 专
门组织集体走进12345政府热线，
接听群众来电， 现场协调解决有
关问题。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民政局班子成员接听12345热线

□本报记者 白莹

近日， 海淀区城管执法监察
局的人员来到中关村西区 “食宝
街”，开展集中执法检查。

2016年底开业的中关村西区
“食宝街” 前身为中关村购物广
场。 经过改造后的美食街内涵盖
各类中、 西餐及快餐品牌达百余
家。 据食宝街管理人员透露， 该
街每日就餐食客近万人， 各餐饮
企业同时还兼营着网络订餐外卖
业务。

由于刚刚开业不到半年，大
部分餐饮企业对餐厨垃圾的分
类、回收、储运处理等程序还不了
解， 执法人员对此进行了现场指
导， 同时要求各餐饮单位设置专

人负责制，专人监督管理，保证各
个流程环节监管到位不发生问
题。执法人员表示，将督促各餐饮
企业严格履行 《北京市餐厨垃圾
收集运输处理管理办法》 等相关
法规规定， 保证餐厨垃圾得到无
害化处理。

2017年1月至今，海淀区城管
局累计出动执法力量 7500余人
次，检查餐饮单位9000余家；查处
未按规定收集、运输、处理餐厨垃
圾违法行为349起， 立案19起；查
处随意倾倒、丢弃、遗撒餐厨垃圾
违法行为274起，立案3起；查处无
资质的单位和个人收集、 运输餐
厨垃圾违法行为90起、立案3起。

海淀城管检查夏季餐厨垃圾

重点打击网售虚假食品药品

□本报记者 唐诗

近日， 记者了解到， 为净化
首都食品药品市场 ， 自3月1日
起， 市食药监稽查总队和市公安
局环食药旅总队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了为期3个月网络平台销售假
劣食品药品的 “净网行动”。 截
至5月底， 共破获食品药品案件
155起， 查获宣称有 “减肥、 海
外代购止咳” 等疗效的假劣食品
药品17729盒 （瓶）， 刑拘169人。

破获食品药品案件155起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也给

伪劣食品 、 药品提供了隐匿空
间。 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违法
销售伪劣食品药品， 不仅扰乱了
市场秩序， 也威胁广大群众的身
体健康。” 市食药监稽查总队副
总队长周宏介绍。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5
月底， 市食药监稽查总队组织朝
阳、 海淀、 丰台、 昌平等区稽查
大队联合公安部门打击破获各类
食品药品案件155起。 同时， 查
获宣称具有 “减肥、 海外代购止

咳、 治疗心血管、 高血压” 的假
劣 食 品 药 品 百 余 种 17729 盒
（瓶）， 货值金额近百万元。 捣毁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及假药的犯罪
窝点34家， 其中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窝点8家、 销售假药窝点26家，
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169名。

重点打击网售虚假疗效食品
记者了解到， 此次 “净网行

动” 的打击重点对象为不法商贩
依托网络平台销售的宣称具有减
肥、 降压降脂、 降糖、 增强免疫
力、 改善睡眠等功效的食品， 以
及销售未经批准的进口药品。

周宏表示， 市食药监稽查总
队通过对网络平台上130家店铺
所销售的宣称具有减肥、 降压降
脂、降糖、增强免疫力、改善睡眠
等功效的40种食品和20种药品分
别采样，经过检验和鉴定，发现其
中36种食品分别检出含有 “西布
曲明”“苯乙双胍”“格列苯脲”“酚
酞”等化学成分，15种药品为未经
批准的进口药品。

“净网行动”刑拘16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