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北
京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以来， 服务业开放发展水平
进一步提高 ，2019年北京服务
业占全市GDP的比重达83.5%，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9.6个百分
点。29日上午，在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市
商务局局长闫立刚受市政府委
托， 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了关
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
作情况。

北京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试点以来， 首轮方案确定
的226项试点任务全面实施，新
一轮试点方案确定的177项任
务已完成94%。在试点带动下，
北京服务业开放发展水平进一
步提高 。2019年北京服务业占
全市GDP的比重达83.5%，比全

国平均水平 （53.9% ）高 29.6个
百分点。 引进外资连续迈上新
台阶。服务贸易快速增长，2019
年服务贸易实现进出口额近
1.1万亿元，占全国服务贸易比
重约20%，继续保持全国前列。

闫立刚表示， 下一步， 北
京将打造开放新高地。 在 “自
贸试验区+” 基础上全面升级
服务业扩大开放， 重点建设自
贸片区、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 综保区等开放创新高
地。 制定服务业扩大开放升级
方案， 聚焦重点领域、 重点区
域， 探索 “产业+区域+政策”
的开放新模式。 争取全市范围
内构建1个自贸片区、 3个综保
区、 N个开放园区的开放型经
济发展新格局。 据了解， 所谓
“自贸试验区+” 就是指在自

贸试验区施行的服务业领域开
放政策， 凡符合北京发展定位
的， 本市均可按程序报批后在
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工作中进
行试点。

升级开放新引擎方面 ，突
出北京优势产业特色， 将在金
融、数字贸易、文化旅游、专业
服务等领域推出更多开放改革
创新举措。 特别提到加快落实
国家免税店创新政策。

同时， 闫立刚也直言北京
服务业在扩大开放中存在的问
题。 其中包括各领域区域开放
力度还不均衡。科技、互联网信
息和金融领域是本市利用外资
的主体，2019年，三个领域合计
利用外资占全市的75%， 与之
相比，文化旅游、医疗养老等领
域开放程度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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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首都文
明办将于7月30日至11月30日面
向社会征集 “我参与我遵守 文
明行为我来拍”摄影作品。记者了
解到，活动主要围绕“践行文明行
为”和“榜样在身边”两个方面进
行征集。

“践行文明行为”主要聚焦于
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文明行
为，包括八个类别：公共卫生、公

共秩序、 交通安全秩序、 社区和
谐、文明旅游、文明观赏、医疗秩
序、绿色健康生活。“榜样在身边”
主要聚焦于在日常生活中、 平凡
岗位上为城市文明创建起到模范
带头、指引、促进作用的人群，拍
摄他们日常工作的画面。 邮箱投
稿 ：paiwenming@takefoto.cn。 微
信投稿：关注“文明北京”官方微
信，通过“文明随手拍”栏目投稿。

“文明行为我来拍”摄影作品开始征集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记
者昨天从门头沟区获悉， 《“门
头沟小院+” 田园综合体实施方
案》 和 《精品民宿扶持办法》 发
布， 计划用3到5年时间， 在138
个美丽乡村以 “一村一品” 模式
打造特色鲜明、 宜居宜业的田园
综合体项目。 同时明确了未来几
年精品民宿发展方向和资金倾斜
政策。

截至目前， 门头沟区已有梁
家庄创艺乡居 、 黄安坨百花山
社、 小龙门朗诗乡居、 碣石村槐

井石舍等精品民宿项目31个， 盘
活闲置院落上百个。 为了吸引和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门头沟小
院+” 田园综合体建设， 门头沟
区设立总额8亿元专项资金， 提
高精品民宿 “门头沟小院 ” 及
“门头沟小院+” 主题田园综合
体项目补贴限额， 对已集成的6
个相关部门23项政策进行更新、
增补， 推出 “大额度、 长周期、
广覆盖” 的 《精品民宿政策服务
包》， 打好贷款利息补贴、 担保
补贴等扶持政策 “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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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随着回
龙观至上地之间的北京市首条自
行车专用路建成通车， 有效缓解
了沿线的交通压力。今年，北京市
政路桥养护集团市政三处承接了
自行车专用路周边慢行系统方案
中的“西延”方案。

本次“西延”工程位于海淀区
上地地区 ，全长3.7公里 ，道路东
与回龙观自行车专用路连接，向
西途经后厂村路、茉莉园南路，利
用后厂村路和茉莉园南路既有慢

行系统， 穿过百旺公园到达京密
引水渠绿道，实现绿道、巡河路与
慢行系统的衔接融合。 于佳 摄

门头沟田园综合体5年将覆盖138个乡村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7月30
日，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联合市科
委等有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新场景行动方案重点任务进行
解读， 并在去年发布首批10项应
用场景以及20项央企应用场景的
基础上， 向社会发布第二批30项
应用场景建设项目。

应用场景以解决产业升级、
城市管理和民生服务中的难点痛
点问题， 开放机会支持中小企业
参与为出发点， 推动新技术新产
品迭代升级、示范应用，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商业模式， 打造具有

粘性的产业生态系统。据了解，此
次发布的第二批30项应用场景建
设项目 ,总投资额52.9亿元 ，主要
聚焦产业升级、城市管理、民生服
务等重点领域，以及“三城一区”
等重点区域。

据悉， 近期实施了新场景行
动方案。本市提出十个重点任务：
面向智能交通，部署5G车联网路
侧基础设施等场景应用。 面向智
慧医疗， 推进互联网医院建设等
应用场景。 面向政务服务， 聚焦
“全程网办、全网通办”，推进“减
材料、减跑动、减时限、减环节”，

实现工作日全程交互式在线实时
服务。面向线上教育，试点建设智
慧校园等。面向产业升级，助推平
台经济等新兴服务经济发展。面
向央企服务，在金融等领域，组织
凝练一批具有较大量级和较强示
范带动作用的应用场景， 探索数
字融合发展新模式。面向“科技冬
奥”，围绕办赛、参赛、观赛等加快
智能技术体验应用。 面向重点区
域， 加强自贸区大兴机场片区等
的重大应用场景组织设计。 面向
京津冀， 将工业升级改造应用场
景列为协同创新重要内容。

北京发布第二批30项应用场景建设项目
聚焦产业升级、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

北京将全面升级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

去年服务业占全市GDP比重达83.5%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本
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包括进
一步放开民间投资领域， 扩大
“一市一照”“一区一照”试点企
业范围， 推进信用监管以减少
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 探索
适用于新业态新模式的 “沙箱
监管”措施……29日，在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上， 副市长王红代表市人民政
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深化放
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议
案办理暨相关专项工作情况。
昨天，举行专题询问。

北京营商环境改革取得了
显著成效。今年以来，市场环境
更加优化。例如，在解决中小企

业融资难方面出台多项举措，
包括建立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金融服务快速响应机制， 推动
金融机构向 4万家企业融资
3300多亿元。 政务服务更加高
效。 将行政审批事项由2018年
的 2298项压减至目前的 1121
项，精简比例达到51%。通过减
材料、减时限、减跑动等，极大
方便了企业办事。

王红表示，今年以来，在疫
情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影
响、 抗击疫情冲击任务十分繁
重的情况下， 优化营商环境成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落实“六
稳”“六保”的重要抓手。

优化营商环境， 北京下一

步怎么做？王红介绍，在营造公
平市场环境方面， 进一步放开
民间投资领域， 支持民营企业
参与电力、电信、铁路等重点行
业和领域改革， 不得额外对民
营企业设置准入附加条件。加
强政府履约守信， 建立解决清
理和防止拖欠账款长效机制。

深化行政审批改革方面 ，
在全市范围内推行“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制定本市“证照分
离” 改革事项清单及市级许可
事项清单。 持续扩大品牌连锁
生活性服务业 “一市一照”“一
区一照”试点企业范围，支持有
条件的区试点推行营业执照与
食品经营许可证“证照联办”。

本市支持民企参与电力等重点行业改革

关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领域

北京：将采取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最小的司法措施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因

疫情引发的企业债务、 劳动争
议等案件，将更多运用和解、调
解办法实现双赢。昨天，在召开
的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上， 对市高级人民法
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
的书面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报告提出， 对标世界最佳
水平， 北京在执行合同用时上
仍有提升空间， 在缩短诉讼用

时上还需要付出努力。 本市将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牵引， 加快
案件周转速度， 推动诉讼全流
程提速， 进一步降低当事人诉
讼成本、 时间成本。 同时， 加
快实现人工智能 、 5G、 区块
链等现代科技与审判工作的深
度融合， 以北京智慧法院建设
成效， 为世行评估提供新的最
佳实践样本。

对因疫情引发的合同违

约、 企业债务、 劳动争议、 企
业破产和相关执行案件， 本市
下一步将采取对企业生产经营
影响最小的司法措施， 更多运
用和解、 调解办法实现双赢，
帮助企业共渡难关。 依法审慎
采取强制措施， 禁止超标的查
封扣押冻结， 尽量减少司法活
动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
响， 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
创业热情。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对冷
库持续开展排查； 采集冷库相关
的食品、从业人员、环境核酸检测
样本8.69万个， 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下架、停售大连凯洋等3家公
司相关海鲜产品……昨天， 在北
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陈言楷
通报了本市加强冷链食品监管的
相关举措, 让广大消费者“买的放
心”“吃的安心”。

7月29日， 本市新增1例大连
市疫情关联病例，为7月27日确诊
病例的外孙，患儿1岁4个月。

陈言楷介绍，疫情发生以来，
本市制定了 《进一步加强本市冰
鲜冷冻食品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其中， 对本市进口冷链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开展全面排查， 建立详
细的进口冷链食品管理台账。同

时， 要求本市生产经营冰冻水产
品、 肉类的食品加工企业与第三
方核酸检测机构建立送检制度，
如有情况立即向疾控部门报告。

对本市储存冷冻冷藏肉品、
水产品的冷库持续开展排查。截
至30日， 累计摸排相关冷库4719
个，对发现的问题要求立即整改。
累计采集冷库相关的食品、 从业
人员、 环境核酸检测样本8.69万
个，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对大连凯
洋食品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的海
鲜产品开展全面风险排查， 相关
产品采取下架、停售措施。

在重点人群方面，开展肉类、
水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及冷库从业
人员排查。要求全市肉类、水产品
生产加工企业以及存储肉类、水
产品的冷库所有者建立本企业相
关从业人员名册。

本市全面排查进口冷链食品经营单位

3.7公里自行车专用路西延至海淀上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