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 北京商务中心区
（简称北京CBD） 走过了26个年
头， 曾经的老工业基地已经摇身
变为首都国际金融功能和现代服
务业集聚地、 首都现代化国际化
大都市风貌集中展现区、 国际文
化承载区。 日前， 记者从朝阳区
获悉， 北京CBD正在全力打造国
际一流的商务中心区， 今年将围
绕 “国际化” 开展各项工作， 对
标国际案例， 争取用三年时间，
构建起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交往
空间格局。

税收过亿楼宇数量达140座

人车川流不息、 高楼鳞次栉
比、 夜景璀璨夺目……这就是今
天的北京CBD。 经过近20年
的发展， 北京CBD建设项目、 基
础设施绿化等已经完成规划的
80%， 地上建筑总规模近1000万

平方米， 汇集了北京市各个发展
时期的代表性建筑， 集中了北京
市50%以上的甲级写字楼和星级
酒店。

数据显示， 2017年， CBD功
能 区 税 收 过 亿 楼 宇 数 量 达 到
140座。 其中， 北京CBD中心区
132座商务楼宇聚集企业约4.18
万 家 ， 这 些 商 务 楼 宇 完 成 纳
税总额388.1亿元 ， 占CBD中心
区纳税总额的 90.7% ； 税收过
亿 的 楼 宇 有 52座 ， 过 10亿 的
楼宇 11座， 超过20亿的楼宇有3
座， 纳税最高楼宇税收总额超过
50亿元。

楼宇经济的高度发展持续增
强着北京CBD的市场活力 ， 近
十 年 来 ， CBD的商务服务业 、
科技信息服务业、 金融业三大行
业税收占比 均 有 增 长 。 据 统
计 ， 2007年至 2017年 ， CBD入
驻企业数从1.9万家增长至4.8万

家 ； GDP从 271.3亿 元 增 长 至
1620.1亿元 ， 增长了5倍 ， 对全
市的贡献度从2.7%增加到5.8%。
2017年， 北京CBD以占北京市万
分之四的面积， 创造了全市3.4%
的税收， 5.79%的GDP， 5%的营
业收入。

外资企业总数连续两年
超万家

抓住改革开放的发展机遇，
北京CBD成功从传统工业基地转
型升级为开放型的高端商务区，
而新的时代背景对北京CBD的建
设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朝阳区
区委书记王灏就朝阳发展现状与
未来发展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随着北京市新总规的发布， 北京
CBD有了更高标准 。 北京CBD
将坚持综合商务区建设理念， 不
断优化国际商务、 文化、 国际交

往功能， 提升全球吸引力， 助力
首都 “四个中心” 建设， 成为首
都高质量发展推进器、 高水平开
放新地标。

“北京CBD建设发展的最大
基础、 优势和特征就是国际化。”
王 灏 透 露 ， 北 京 CBD功 能 区
外 资 企业总数已连续两年超万
家， 并且数量不断上升， CBD中
心区已经聚集了超过 4000家外
资企业， 占全市的近1/3； 汇集
世界500强157家， 其中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53家 ， 占全市的30%。
拥有国际金融机构百余家， 占全
市 的 70% 。 截 至 2018年 12月 ，
CBD功能区新注册外资企业681
家 ， 同比增加 387家 ， 增速超
过 130%； 新设外资项目366个 ，
新设项目引进合同外资14.62亿
美元； 外资企业实现税收596.57
亿元 ， 占CBD功能区总税收的
43.93%。

对标国际提高开放发展水平

有专家指出， 中国CBD建设
经历30多年快速发展甚至超常规
发展， 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效益
在城市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

王灏表示， 北京CBD将紧抓
新一轮改革开放机遇， 对标世界
前三（伦敦金融城、纽约曼哈顿、
东京丸之内），积极推进国际一流
的CBD建设， 打造北京对外开放
高地。今年北京CBD将围绕“国际
化” 开展各项工作， 对标国际案
例，制定《商务中心区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2019—2021年）》，争取用
三年时间， 构建起多层次多维度
的国际交往空间格局。

北北京京再再行行动动
优优化化营营商商环环境境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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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CCBBDD全全力力打打造造国国际际一一流流商商务务中中心心区区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本报记者 马超

玉桥燃气服务中心打造“副中心服务名片”
“我们因房屋出租造成技改

换表单、 旧表、 旧燃气卡丢失，
北京燃气工作人员态度热情， 帮
助我解决问题， 让我们家当天上
午就用上了燃气， 由衷地谢谢你
们！” 这是一名用户在北京燃气
集团第三分公司户内服务一所玉
桥燃气服务中心意见簿的留言。
作为服务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线
窗口单位， 玉桥燃气服务中心积
极推行综合化服务， 以 “办理业
务一站式， 入户服务一趟清” 为
目标， 从管理制度、 服务流程、
企业文化等方面入手， 全力打造
具有自身特色的服务品牌， 推动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一站式”综合化服务窗口

为了让用户体验 “一站式管
理、 一体化服务” 的便捷， 玉桥
燃气服务中心加强窗口建设。 该
中心扩充了窗口业务， 业务范围
在原来 “公服购气、 民用开卡补
卡、 技改转移气量” 的基础上，
增设 “零散户报装、 客户信息变
更、 拆改迁装、 燃气具销售、 用
户咨询、 应急售气、 安全用气宣
传、 燃气新产品推广” 等业务内

容。 另外， 还将业务窗口调整成
综合化服务窗口， 每个窗口至少
办理3种业务， 将用户平均等待
时间从25分钟缩短到15分钟。 通
过打造综合化服务窗口， 不仅大
大节约了用户的办理时间， 提高
了办事效率， 也提升了用户的满
意度及认可度。

“六个一样”特色服务文化

户内服务一所结合集团分公
司对服务工作的相关要求， 制定
了《内业服务标准》和《服务环境
标准》，并面向社会提出了服务准
则“六个一样”，即“生人熟人一样
热情，情绪好坏一样和蔼，业务忙
闲一样耐心，金额大小一样欢迎，
表扬批评一样诚恳， 查与不查一
样认真”。 短短一年内，通过服务
文化的熏陶和窗口精神文明创
建， 职工的服务意识从 “要我服
务”向“我要服务”转变，全面提升
了服务水平。

“亲民便民利民”用户服
务大厅

“您好，我是玉桥燃气服务中

心的值班经理， 请问您有什么需
求。 ”热情的接待态度、贴心的服
务指引、 专业的问题解答让来到
服务大厅的客户眼前一亮， 这要
得益于户内服务一所实施的值班
经理制度。 值班经理由业绩骨干
担任， 主要负责督促窗口工作人
员严格执行中心各项规章制度和
纪律、接待前来办理业务的用户，
解答用户咨询的问题， 引导和帮
助用户办理业务， 维持营业大厅
秩序等工作。与此同时，将值班经
理“姓名工号、服务电话、工作职
责”公示上墙，为用户办理业务和
解决问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除
了安排值班经理解答燃气疑问，
户内服务一所还在营业大厅安装
了电子触摸屏， 利用互联网手段
为用户提供“智慧燃气一触即享”
的便捷服务。从用户角度出发，便
民服务出实招， 这种软硬兼具的
服务形式， 使营业大厅的服务品
质再上新台阶。

近日， 北京能源集团与岚桥
集团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
方将在日照岚桥港投资67亿元建
设LNG接收站项目， 工程规划总
规模为年接卸LNG500万吨 。 此
外双方还在海外能源项目开发 、
海内外产业园建设以及油气国际
贸易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共同
推进国内项目和 “一带一路” 沿
线项目的开发建设。

北京能源集团是北京市政府
大型国有独资公司， 是中国能源
行业的骨干企业， 以 “煤电、 煤
化、 清洁能源、 热力供应、 房地
产物业经营、 文旅医疗健康” 为
主业 ， 在2018中国企业500强和
中国服务企业500强排名中， 分

别位于第259位和第101位。
岚桥集团是一家以基础设施

和能源化工为产业核心的大型民
营企业集团， 打造了中国最大民
营港口———岚桥港、 现代化临港
石油化工基地———岚桥石化。 近
年来， 岚桥集团积极践行 “一带
一路” 倡议， 在海外陆续成功收
购澳大利亚西部能源天然气田、
新西兰RKM油气田 、 澳大利亚
达尔文港、 巴拿马玛岛港等优质
项目。

岚桥集团与京能集团产业契
合度高， 互补性强， 融合发展空
间较大。 在产业链上游， 岚桥集
团自有海外LNG气源， 旗下澳大
利亚西部能源天然气田储量非常

巨大。 在产业链下游， 京能集团
拥有亚洲最大的供热管网， 是北
京地区最大的燃气热电供应商。
全国性天然气管网已初步构建完
成， “南气北提” “外气内用”
更为便利。 岚桥集团以其丰富的
能源资源优势与京能集团巨大的
燃气及供热市场形成合力， 努力
构建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
产业链， 打造国际市场核心竞争
力， 为保障首都能源安全打下坚
实基础。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成功签
署 ， 双方还将依托岚桥集团港
口、 石化产业优势， 积极推进石
油、 天然气、 化工原料等大宗商
品的国际贸易业务。

京能与岚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盛夏时节， 延庆区人力社保局举办了首期无人机驾驶员培训
班。 37名有意愿从事无人机行业的爱好者， 经过25天的系统培训，
集中学习了无人机驾驶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 目前， 这批培训新
学员已经到无人机相关企业进行实习。 学员经过中国航空器拥有
者及驾驶员协会考核取得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后， 可在农林植保、
航拍等领域从事无人机驾驶工作。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延庆举办首期无人机驾驶员培训

日前， 位于 “回天地区” 的东小口城市休闲公园正式开园。
走进这个总面积超过1600亩的公园， 给人 “绿意盎然” 的清新。
这里成为 “回天地区” 居民休闲、 健身、 游玩的新去处。 据悉，
整个公园设计以自然体验与运动休闲为主题,分为 “三区、 两带”，
即重点游憩区、 自然景观区、 生态防护区和互动体验带、 健康休
闲带， 可满足不同游客的游园需求。 此外， 园区内还建设了7人制
足球场、 篮球场、 网球场各4片， 补充周边地区运动场所的不足。
同时利用原来场地高低不平、 裸露沙地较多的自然条件， 增加了
沙滩排球、 迷你沙滩等场地， 将原本雨水收集的区域提升为可
赏、 可玩的景观乐园。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回天居民”休闲健身又添新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