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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

《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2019年工作要点》 发布 涉及90项工作

专题

为统筹落实好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各项工作任务， 市委市政
府京津冀协同办会同各相关单位
研究制定了 《北京市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2019年工作要点》。 6月
3日， 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
举办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2019年工作要点通气会， 对外发
布今年工作要点。 今年共安排了
90项具体工作， 包括疏解非首都
功能14项， 支持推动雄安新区及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9项，
推动生态、 交通、 产业、 公共服
务等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36项，
深化协同发展改革创新16项， 进
一步完善推进协同发展工作机制
5项。

【工作要点特点】
三地工作要点交叉衔接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9年工作要点 ， 在任务安排
上， 对标国家任务， 三地工作要
点相互 “交圈”， 交叉衔接。 据
了解， 国家协同办确定的年度工
作要点中 ， 涉及北京的66项任
务、 天津的53项任务、 河北的71
项任务， 都已全部纳入三地各自
工作要点推动落实。

京津冀三地各自制定安排的
2019年工作要点， 涉及彼此的任
务， 已经充分纳入到其他两省市
工作要点和日常工作中。 北京今
年90项工作要点中， 涉及天津的
31项、 河北的50项， 已分别纳入
津冀的工作要点和日常工作。 天
津今年130项工作要点中涉及北
京的45项， 以及河北今年84项工
作要点中涉及北京的45项， 也都
已吸纳到北京工作要点和日常工
作中。

据介绍， 三地工作要点相互
“交圈”， 交叉衔接， 切实形成了
合力。 比如， 认真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强化生态
环境联防联控， 坚决打赢蓝天保
卫战， 这项任务既在国家工作要
点里进行了明确， 也分别纳入了
三省市工作要点。

【工作要点关键词】
1.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根据2019年工作要点， 本市
将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更加
讲究方式方法， 坚持严控增量和

疏解存量相结合， 内部功能重组
和向外疏解转移双向发力， 确保
取得更大成效。

继续严格执行2018年版新增
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 调整退
出一般制造业企业309家， 疏解
提升市场50个、 物流中心16个。
继续推进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电
影学院 、 同仁医院亦庄院区二
期、 北京口腔医院迁建等项目建
设。 统筹用好腾退空间， 服务于
“四个中心” 的功能定位， 服务
于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

2.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根据2019年工作要点， 会落

实京冀两省市 《关于共同推进河
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合作协
议 》， 坚持首善标准 ， 抓好4个
“交钥匙 ” 项目开工建设 ， 把
“交钥匙” 项目打造成符合雄安
新区需求和标准的高质量工程、
精品工程。

深入开展4所帮扶雄安学校
培训交流、 课程共享等工作， 全
面启动5所医疗卫生机构对口帮
扶工作。 利用北京职业教育及培
训资源， 加大支持雄安新区人力
资源培训力度。 推动雄安新区中
关村科技园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指导支持北京市属国企结合自身
优势， 积极主动参与雄安新区规
划建设、 城市管理、 生态治理，
提高雄安新区承载能力。

3.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
根据 2019年工作要点 ， 今

年， 将落实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
细规划和通州区总体规划， 完善
各组团、 各街区规划。 抓好城市
绿心建设 ， 完成 7000亩绿化任
务。 力争绿心内剧院、 图书馆、
博物馆三个文化设施项目动工。
在推进城市副中心产业发展方
面， 将按照产城融合、 高质量发
展要求， 培育行政办公、 商务服
务、 文化旅游、 科技创新等主导
产业。

按照 “统一规划 、 统一政
策 、 统一标准 、 统一管控 ” 要
求， 加强通州区与北三县协同发
展。 逐步推动副中心交通、 产业
等部分经济功能和教育、 医疗等
公共服务功能向北三县延伸布
局。 与北三县建立紧密的教育协
同发展共同体， 通过远程医疗、
紧密型医联体、 专科联盟、 技术

合作等形式， 支持北三县打造优
质三级医院， 帮助提升北三县和
周边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和城市管
理软实力。

4.生态
根据2019年工作要点， 本市

带头落实好生态环境建设的各项
任务。 加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联治，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深入实施污水治理第二个三年行
动方案， 持续推进永定河、 北运
河、 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工作， 打好碧水保卫战。 继续实
施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等国家重
点生态工程 ， 支持张家口 “两
区” 建设。

5.交通
根据2019年工作要点， 将着

眼于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 结
合雄安新区、 城市副中心规划建

设和2022年冬奥会筹办， 优化跨
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布局。 加
快开展京港台高铁京雄段前期工
作， 力争开工建设京雄高速， 京
雄城际铁路 （北京西站至新机场
站段） 建成投入使用。 推进市域
（郊） 铁路建设， 推动城市副中
心线服务功能提升。 实现京张铁
路年底建成通车， 京礼高速延崇
段工程完工。 高标准建设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 实现6月底竣工验
收， 9月底前建成通航。

6.产业
根据2019年工作要点， 落实

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平台建设意
见， 联合津冀两省市开展对重点
承接平台的评估和动态管理及宣
传推介工作。 推进曹妃甸协同发
展示范区建设， 加快首钢京唐二
期、 金隅曹妃甸示范产业园等重
点项目建设 。 持续推进天津滨

海———中关村科技园建设， 与中
关村科技园共同打造创新链、园
区链。推进环首都1小时鲜活农产
品流通圈建设， 支持市属国企在
张承地区建设冷链蔬菜生产基
地。加快亦庄·永清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
等特色园区和科技园区建设，推
进京津冀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建设，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7.公共服务
根据2019年工作要点， 会进

一步完善合作机制， 深入探索合
作共建等多种方式， 推动优质教
育、 医疗资源向河北延伸。 将继
续推动北京优质中小学 （幼儿
园） 与河北省中小学 （幼儿园 ）
开展跨省域合作， 深化京津冀高
校联盟合作， 推进京津冀职业院
校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推
动校际深度合作。

提升北京与河北廊坊 、 张家
口、 唐山、 承德、 保定等重点地
区医疗卫生合作水平， 持续推进
京津冀区域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医学影像资料共享工作。 加强对
京津冀区域重大疾病的联合攻
关， 建立远程协同救治体系， 促
进 “互联网+医疗” 的发展。 加
快国家速滑馆、 首钢滑雪大跳台
中心、 冬奥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推进赛会服务保障工作， 加
大冬奥宣传推广力度， 促进冰雪
运动普及发展。 加强扶贫协作和
对口帮扶， 进一步增强受援地造
血功能 ， 助力河北张家口 、 承
德、 保定三市23个贫困县 （区）
打赢脱贫攻坚战。

8.创新
根据2019年工作要点， 会集

聚和利用高端创新资源， 打造我
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
新的主要策源地。 全力抓好 “三
城一区” 主平台建设。 推动北京
高精尖产业发展并辐射津冀， 推
动创新成果在京津冀区域转化应
用。 深化京津口岸合作， 持续推
动通关一体化改革， 推进北京空
港 、 陆港与天津港口的共享合
作。 提高全方位开放合作水平，
扎实推进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试点。 促进京津冀区域与长
三角 、 粤港澳大湾区在先进制
造、 现代服务、 金融创新等领域
合作互动。

今今年年将将疏疏解解提提升升5500个个市市场场、、1166个个物物流流中中心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