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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推推动动经经济济社社会会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见见成成效效
�近年来， 本市以调结构、 促转型、 强创新为动力， 不断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从数据上看，2012年—2018年，全市GDP年均增长7.16%，

2018年人均GDP超过14万元人民币、 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每人24.4万元， 均居全国第一； 能耗下降率预计连续13年超额完成国家考核任
务， 能效水平居全国31个省区市首位；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 服务业占比达81%。 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基础上， 首都
经济发展实现运行平稳、 规模扩大、 结构优化、 质量提升。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召开 “北京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媒体解读会， 从以
下七大方面介绍了2019年北京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关键词：疏整促
今年增绿1400余公顷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林恩全
介绍， 本市注重疏解整治与优化
提升相衔接， 通过持续开展疏解
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系统提升
城市建设和发展品质。 集中开展
中心城区重点区域整治提升， 加
大故宫周边、 什刹海地区、 天坛
周边等地区环境综合整治， 推进
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环境景观提
升， 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
升任务基本完成， 府学胡同等一
批文明街巷连片亮相。

2018年、 2019年连续两年设
定1600公顷拆后土地 “留白增
绿 ” 目标 ， 2018年完成 1683公
顷 ， 今年已完成增绿1452.16公
顷， 建成13处城市森林、 60个口
袋公园。 此外， 加快优化公共服
务布局， 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
等一批项目加快推进。 完善便民
服务设施， 精准补齐便民服务网
点， 截至目前全市建设提升7类
基本便民网点3929个。

积极利用腾退空间引入高端
要素， 促进产业升级。 比如， 动
物园批发市场转型为金融科技与
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 以前40万
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容纳了9万多
从业人员， 每年贡献税收仅5000
万元左右， 一年来中移金科、 建
信金服等60余家重点企业入驻金
科新区， 年收入近千亿元。

关键词：创新
发布实施“科创30条”

本市创新制度越来越活。 今
年发布实施“科创30条”。 依托冬
奥会、世园会、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等重大活动重点工程， 推出一批
重大应用场景建设项目。 在人才
方面，新增怀柔科学城、顺义临空

经济、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通州环
球影城4个国际人才社区，全市国
际人才社区试点区域扩至8个。

创新生态越来越好。 最新的
独角兽榜单中， 北京82家企业入
选， 占全国四成。 创新空间越来
越广。 中关村科学城加强一区多
园产业布局统筹， 智造大街建成
全国首个覆盖全产业链条的创新
型生态链社区。 怀柔科学城注重
“突破”， 第一批5个交叉平台进
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 雁栖国际
社区等项目加快建设。 未来科学
城和亦庄新城规划面积分别增加
至 170.6平方公里和 225平方公
里 。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注重
“转化”， 13家产业中试基地挂牌
运营。

关键词：供给侧
实施 “10+3”高精尖产

业发展系列政策

本市统筹实施 “10+3” 高精
尖产业发展系列政策。 大力发展
实体经济。 围绕集成电路、 新一
代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生物医
药等产业加强政策创新。 生物医
药方面， 从 “原始创新-产业培
育-医药协同” 三个方面， 加大
对医药健康产业支持力度， 做实
细分行业， 发布促进药品医疗器
械产业发展政策。 新一代信息技
术方面 ， 实施5G产业发展行动
方案， 成立5G研究院和5G产业
基金 ， 年底前五环内5G基站实
现连续覆盖 ， 首款工业5G通信
商用芯片完成投片。 人工智能方
面， 发布 “人工智能十五条” 等
一揽子政策。

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 近五
年服务业占全市经济比重逐步上
升 ， 2016年比重首次超八成 ，
2018年达81%， 服务业增速保持

稳定有力支撑了首都经济平稳增
长。 前三季度金融、 信息服务、
科技服务三大优势服务业对全市
经济增长贡献率合计达68.6%。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
年底前编完第二批美丽

乡村规划

本市实施一批重点区域行动
计划。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遴选
152个村开展 “百村示范” 工作，
预计年底前编制完成第二批1300
多个美丽乡村村庄规划。 “一户
一策” 精准帮扶低收入农户， 前
三季度全市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1.1万元、 增长18.1% 。
一批农业特色产业园区加快建
设， 比如平谷农业科技创新示范
区正在积极推进以生物种业为主
的现代养殖业发展。

城南地区对首都城市功能支
撑作用逐渐凸显， 以南海子公园
等为代表的一批城市森林公园逐
步对外开放，绿化品质全面提升，
重点区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以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城南院区为代
表的一批公共服务设施开工建
设， 公共服务配套水平将持续提
升。高精尖产业加快布局，北京融
资担保投资集团等一批金融企业
入驻丽泽商务区， 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临空经济区综保区和自贸片
区规划建设工作正在同步开展，
国家购物小镇、 国际会展中心等
项目加紧谋划。此外，城乡结合部
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第一批“一
绿”地区城市化试点收官，累计拆
迁腾退建筑面积448万平方米，实
施绿化470公顷。

关键词：生态环境
第二个污水治理行动计

划收官

林恩全介绍， 在大气污染防

治方面， 今年本市下大气力、 综
合施策， 强化对移动污染源进行
治理， 实施国Ⅲ排放标准柴油货
车在全市域限行等政策， 淘汰国
Ⅲ标准重型柴油车3.８５万辆， 推
广纯电动汽车29.５６万辆。

在水环境方面， 今年第二个
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顺利收
官， 经过两轮三年行动， 中心城
区和城市副中心建成区基本实现
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污水全收
集全处理 。 在垃圾分类处理方
面， 强化垃圾分类顶层设计和统
筹规划 ， 修订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 制定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行动方案， 生活垃圾示范片区
创建率达60%。

此外， 高质量实施两轮百万
亩造林绿化工程 ， 基本形成以
“郊区新城滨河森林公园、 一道
绿隔地区郊野公园、 中心城休闲
森林公园” 为骨干的城市森林公
园体系， 森林覆盖率从2012年的
38.6%提高到2018年的43.5%， 今
年已完成造林绿化 ２３.７９万亩 。
2018年出台了推动生态涵养区生
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实施意见， 加
大市级转移支付力度， 建立结对
区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关键词：营商环境
企业开办全面进入“1”时代

本市营商环境改革力度持续
加大 。 企业开办全面进入 “1”
时代、 企业可一次性领取营业执
照、 公章和发票。 建立社会投资
简易低风险项目 “一站通” 服务
系统， 建筑许可办理时间和环节
分别压缩了32%、 18%， “三零”
服务扩展到全部市政领域。 截至
10月底市区两级共为1210家企业
送出 “服务包”， 解决各类问题
3120个 ， 12345市民热线企业服
务功能正式上线运行。

另外， 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

加快推进。 177项试点任务已实
施１１０项， 制定实施科技、 互联
网信息8个重点领域开放改革三
年行动计划。 金融业扩大开放取
得新进展， 境内有限合伙人境外
投资试点获批。

关键词：民生
提高补贴标准惠及超

200万职工

本市就业水平进一步提高。
加大稳岗就业支持力度， 提高稳
岗补贴 、 用人单位岗位补贴标
准 ， 共惠及职工超过200万人 。
1-10月新增就业32万人、 提前超
额完成全年任务， 城镇登记失业
率和调查失业率分别保持在1.5%
以内和4%左右的低位 。 个税改
革和社会保障待遇标准调整有效
带动居民收入增长1.4个百分点，
1-9月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
增长6.7%、 明显快于经济增速。

公共服务短板精准补齐。 落
实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预
计全年新增幼儿园学位3万余个，
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新
增100所集团覆盖学校。 院前医
疗急救效率明显提升， 急救呼叫
满足率达到93%。 实施养老服务
补贴津贴管理办法、 惠及老年人
75万多名， 养老机构医疗服务覆
盖率超过95%。

社会治理更加精细。 持续深
化 “街乡吹哨 、 部门报到 ” 和
12345市民服务热线 “接诉即办”
工作机制。 1-10月12345市民服
务热线响应率始终保持在100%，
群众满意率从年初的64.61%上升
到85.39%。 改革街道社区管理体
制， 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街道工
作的意见， 推动街道办事处条例
立法， 街巷长制、 小巷管家在全
市普遍推开。 深化 “回天有我”
社会服务， 积极探索超大型社区
治理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