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自北京
市2014年7月首次出台《北京市新
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至今，
已经过去了3年半。记者1月5日从
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截至去年
11月， 全市不予办理新设立或变
更登记业务达1.85万件， 新设市
场主体中高精尖产业近50%。

《目录》按照《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2011年版）编制，从全市、
四类功能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
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
态涵养发展区） 两个层面对非首
都功能增量进行严格的禁止和限
制准入， 对部分行业做出了区域
限制、规模限制和产业环节、工艺
及产品限制 。2017年1—11月 ，全

市新设市场主体19.5万户， 同比
下降13.9%，从严调控的批发和零
售业、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分别同
比下降32.5%、26.2%、25.8%。

本市高端服务业持续保持活
跃态势。2017年1至11月，科技、信
息、 金融三大高端服务业新增市
场主体6.9万户 ， 占全市新增市
场主体的比重为35.6%， 较去年
同期提高3.3个百分点；科技服务
业领域认定登记技术合同63563
项 ， 同比增长9%； 技术合同成
交额3919.2亿元，同比增长24.8%。
高精尖产业新设市场主体占比由
2014年的不到40%增长至目前近
50%， 《目录》 对构建高精尖经
济结构发挥了显著推动作用。

本市新增企业近半都是“高精尖”

本报讯（记者 张晶）1月5日6
时起， 北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开通网上自助缴费功能。 参保
人可通过 “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
服务平台” 自助缴纳2018年的参
保费用。缴费次日，社保卡即可正
常使用，无需再等待集中扣款日。

据了解，2017年12月24日，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进行了第
一次银行扣款， 目前还有约30万
参保人扣款失败。 对于扣款不成
功者，要等到下一个集中扣款日，
期间一旦发生就医行为， 只能事
后进行手工报销。 为更加方便参
保者就医， 市社保中心开通网上

自助缴费功能。 在银行扣款失败
的次月5日—20日早6点至晚6点，
即可在线上完成缴费。 从网上缴
费后， 缴费人会收到缴费成功的
短信。

参保人可通过 “北京社保中
心” 的微信公众号、 “北京市社
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 （http://
www.bjrbj.gov.cn/csibiz/home/）
以及“北京市人力社保局”（ http:
//www.bjrbj.gov.cn）官方网站，查
看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网上
自助缴费用户指南》，可获取自助
缴费详细流程信息。 网上自助缴
费提供二维码扫码缴费、 快捷支

付、网银支付三种方式，选择一种
即可。通过“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
服务平台”支付成功后，参保人会
收到缴费成功的短信， 次日即可
持卡就医实时结算。

市社保中心提醒， 建议参保
人使用 IE8-IE11版本浏览器 ，部
分360浏览器的版本无法使用自
助缴费。 另外， 如果20日前未用
自助缴费方式缴纳2018年度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本月24
日仍然可以继续委托银行代扣，
请及时核实账号信息及账户余
额。 如遇其他操作问题， 参保人
也可拨打96102进行电话咨询。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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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次日社保卡可正常使用 无需再等待集中扣款日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按照党
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实施更加积
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
策要求， 扩大放宽人才签证发放
范围、期限，国家外国专家局、外
交部和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了
《外国人才签证制度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授权省级外国人
工作管理部门， 为符合条件的外
国高端人才办理 《外国高端人才
确认函》，申请人可凭《外国高端
人才确认函》 向驻外使领馆申请
有效期5至10年、多次入境、每次
停留180天的人才签证，其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也将获得有效期相
同、多次入境的相应种类签证。

北京等9个省市作为第一批
试点， 于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

外国人才签证制度。1月2日，北京
市外国专家局签发了全国首张
《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 由微软
亚太区人力资源总监SAJUALU鄄
MOOTIL GEORGE先生获得。

《实施办法》进一步提高了人
才签证的申办效率， 采取全程在
线、立审立办的方式，大幅压缩审
核、审发期限，外国人才资质确认
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高端人才
及其配偶子女在驻外使领馆申请
签证， 最短可于申请次日获得签
发；同时还免除了申请费用，外国
人才及其家属免交签证费和急件
费，“零费用”办理。

《实施办法》明确了人才签证
的签发范围：凡符合《外国人来华
工作分类标准（试行）》中，外国高

端人才标准条件的；符合“高精尖
缺”和市场需求导向的科学家、科
技领军人才、国际企业家、专门人
才和高技能人才等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
需紧缺人才， 都可以申请人才签
证。 外国高端人才标准将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才资源供求
状况实行动态调整。

目前， 清华大学邀请的两名
外国专家也已获得 《外国高端人
才确认函》。北京市外国专家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大力宣
传外国人才签证制度， 提升这一
惠民举措的社会知晓度和影响
力。 同时， 切实做好认定实施工
作， 设置专人专岗， 规范审批行
为， 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记
者昨天从北京市交管部门获悉，
本周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进行
轮换。 自1月8日至4月8日， 星期
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
分别为： 5和0、 1和6、 2和7、 3
和8、 4和9。 轮换后， 预计周一
早高峰 、 周五全天交通压力较
大。 另外， 本周后期将进入 “三
九天”， 驾车出行增多， 周五晚
间交通压力将更为突出。

工作日早高峰期间， 预计东
三环南路、 远通桥、 肖家河桥、
中关村北大街、 菜户营南路等路
段， 以及部分学校周边交通压力
较大。

此外， 近期京藏高速、 京承
高速进京方向交通压力也呈上升
趋势， 特别是轻微事故导致拥堵
的情况增多， 对高速公路和快速
路的影响尤其明显。

工作日晚高峰期间， 预计东

二环、 北二环、 北四环、 将台东
路、 建外大街、 通惠河北路等路
段交通压力较大， 尾号4和9限行
的周五晚高峰， 交通压力会更为
突出。

另外 ， 晚高峰期间视线较
差， 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而事故
是导致近期部分道路拥堵的重要
原因。 交管部门提示市民朋友，
晚高峰驾车时应更加谨慎， 避免
发生事故影响回家的行程。

预计周一早高峰、周五全天交通压力大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5日，中
国邮政发行《戊戌年》特种邮票2
枚，第一图为“犬守平安”，第二图
为“家和业兴”，两图相连预示着
家的平安和睦与国的兴旺富强。

早上7时，朝阳区邮票公司门
前早已人头攒动。8时整， 邮票正
式对外销售。仅仅1个小时，戊戌

狗票发售一空。当天，朝阳区分公
司在朝阳剧场举办了邮票首发仪
式，在为《戊戌年》邮票揭幕的同
时，开展了邮票专题展览和“最美
生肖、邮我做主”首届京津冀地区
“生肖” 邮票设计大赛颁奖仪式，
参加首发式的市民还可以欣赏到
美轮美奂的邮票展。 于佳 摄

《戊戌年》特种邮票首发 1小时销售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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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近
日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地铁
安定门站项目建议书已经获批，
项目拟在既有安定门桥东南、西
南各增设一个出入口，预计明年6
月投用。

地铁2号线始建于20世纪70
年代。1984年9月， 安定门站随北
京地铁二期工程开通启用， 仅有
西北口和东北口两个出口。 市发
改委组织相关单位重点对建成年
代较久远的1号线、2号线各站点
预留出入口进行了梳理，其中，对
安定门站预留的南侧出入口进行
了重点研究。

新增的安定门站西南口、东
南口通道将从地下纵向穿过二
环，分别在安定门桥西南侧、东南

侧开设出口。示意图显示，安定门
站未来的南侧出口将呈 “儿”字
型，一左一右，都深入二环辅路的
绿荫中。 地铁安定门站项目建议
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显示， 两个
出入口通道都宽7.5米，同步设置
上下行电扶梯和楼梯。 此次建设
安定门站北二环南侧出入口的同
时，还将设置慢行步道系统。

全国首张《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签发

北京第一批试点外国人才签证制度

春运首日
火车票开售

地铁安定门站将增建两个出口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文化局、 市演出行
业协会了解到， 2017年北京市演
出市场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演出场次达24557场 ， 较去年稳
中有升； 观众人数、 票房收入达
到历史新高， 分别为1075.8万人
次和17.17亿元。

据了解 ，2017年北京观看各
类型营业性演出的观众人数达
1075.8万人次， 比上年增加了4.4
万人次，达到近年来最高水平。其
中，话剧、儿童剧、马戏杂技魔术、
演唱会等最受消费者欢迎， 观演
人数均超过100万人次。

此外 ，2017年传统戏曲演出
2164场，比去年增加了8.3%。北京
话剧、儿童剧演出场次达8763场，
比上年增长4.9%。 舞蹈类演出场
次为428场，比去年上涨31.3%，票
房收入达7731.0万元， 比去年增
长42.1%。 音乐类演出2364场，实
现票房8.19亿元。 全年演唱会共
演出282场，音乐会全年演出1307
场，比上年减少64场。郊区演出市
场大幅增长， 如顺义区影剧院共
演出197场，比去年增长了47.0%；
大兴剧院积极引进北京京剧院、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等， 让居民在
家门口欣赏高水平艺术等。

去年演出市场观众人数票房均创新高
话剧、儿童剧、马戏杂技魔术、演唱会等最受欢迎1月5日起， 春运首日车

票可以通过车站售票窗口购
买， 与电话网络可提前30天
购票不同， 车站售票提前28
天购票。 据了解， 2018年春
运客流高峰期为2月9日至2
月14日， 日均旅客发送量超
过22万人， 峰值客流预计出
现在2月13、 14日 ， 单日旅
客发送量可能达到 24.8万
人。 图为北京站售票厅内，
乘客在排队买票。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机动车尾号限行今起轮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