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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语言环境建设

【专家检查双语标识】11月9日，组

织专家重点检查了地铁1、2号线的双

语标识，针对10余条标识的不规范译

法进行了现场讨论并提出正确建议译

法。11月10日，对北京会议中心8号

楼、9号楼、会议楼及沿途院内双语

标识进行了检查，针对近30条标识的

不规范译法提出了修改意见。11月17

日，专家实地查看了石景山游乐园部

分游乐设施双语指南及双语指示牌，

结合前期八大处公园错误标识整改工

作，针对公共场所双语标识的设置范

围、文字规范、翻译原则等问题给予

指导。

（沈传新  黄  芳  郝  蕊  柴小志）

【翻译审核新增和问题外语标识】

年内，市政府外办共助西城区、朝

阳区、通州区、门头沟区、密云区、

顺义区等区以及首都绿化办、市总工

会、市交通委、市公园管理中心等单

位完成2000余条新增外语标识、问题

外语标识的审核和翻译工作，翻译总

量10万余字，涉及道路交通、旅游景

区、商业场所、组织机构、职务职称

等领域。

（卢津兰  沈传新  黄  芳

郝  蕊  柴小志  杨  宇  陈玥笛）

【《牵手冬奥》系列公益讲座举办】

年内，组织公益讲师团队走进密云

区、怀柔区等郊区，以及团结湖社

区、天安门地区、朝阳旅游行业等，为

在校学生、市民和窗口行业员工进行了

多场宣讲，支持冬奥筹办工作。鉴

（沈传新  郝  蕊）

表3  2017年北京市主要领导会见外国高级代表团一览表

时间 市领导 国别 代表团及客人姓名
2月12日 蔡  奇 德国 会见并宴请德国科隆市市长何珂

2月22日 蔡  奇 英国 会见伦敦金融城市长庞安竹

3月2日 郭金龙  张  工 越南 会见原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内市委书记范光毅

3月14日 张  工 布隆迪 会见布隆迪外长尼亚米特韦

3月28日 张  工 法国 会见巴黎大区议会副主席奥特芒·纳斯鲁

3月31日 郭金龙  蔡  奇  张  工 塞尔维亚 会见并宴请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

4月10日 吉  林 马来西亚 会见马六甲州元首卡里尔及首席部长伊德里斯

4月14日 蔡  奇 哈萨克斯坦 会见阿斯塔纳市市长阿谢特·伊谢克舍夫

5月16日 蔡  奇  李  伟 塞尔维亚 会见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市长辛尼萨·马利

6月8日 陈吉宁 美国 会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

6月9日 景俊海 澳大利亚 会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反对党领袖陆克·弗利

6月12日 陈吉宁 日本 会见日本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前环境大臣望月义夫

6月16日 陈吉宁 意大利 会见意大利环境、领土与海洋部部长姜卢卡·加雷蒂并见证签约

6月26日 陈吉宁 芬兰 会见芬兰总理尤哈·西皮莱

7月11日 李  伟 吉尔吉斯斯坦
会见并宴请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市议会主席穆祖拉利耶赴·卡
那特别克

7月13日 蔡  奇 加拿大 会见加拿大总督戴维·约翰斯顿

7月20日 陈吉宁 新西兰 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7月24日 李  伟 缅甸 会见并宴请缅甸克钦邦（省）议长吴吞丁

9月8日 陈吉宁 美国 会见美国旧金山市市长李孟贤

10月31日 陈吉宁 日本 会见日本长野县知事并签署备忘录

10月31日 陈吉宁 哥斯达黎加 会见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市市长并签署协议

10月31日 陈吉宁 美国 会见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

11月1日 张  工 俄罗斯 会见并宴请俄罗斯莫斯科市副市长

11月6日 陈吉宁 巴西 会见巴西里约热内卢市市长并签约

11月13日 陈吉宁 新西兰 会见新西兰惠灵顿市长

11月23日 陈吉宁 芬兰 会见并宴请芬兰赫尔辛基市市长

11月30日 张硕辅 越南 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潘庭濯

12月2日 陈吉宁 韩国 会见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秋美爱

12月5日 陈吉宁 葡萄牙 会见葡萄牙里斯本市市长梅迪纳

12月8日 陈吉宁 美国 会见美国休斯顿市市长特纳并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12月25日 李  伟 以色列 会见以色列副议长耶希尔·希利克·巴尔

（冯  剑  黄姝姝  焦红亮  刘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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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7年北京市主要领导会见境外经济界人士及著名企业家一览表

时间 市领导 国别 活动内容
2月21日 蔡  奇 美国 会见美国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威廉姆斯

3月19日 蔡  奇 德国 会见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长蔡澈

3月19日 蔡  奇 瑞士 会见瑞士诺华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江幕忠

3月19日 蔡  奇 美国 会见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3月20日 蔡  奇 法国 会见赛诺菲集团首席执行官白理惟

3月20日 蔡  奇 美国 会见联合技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贺国瑞

3月27日 蔡  奇 美国 会见美国VISA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艾克礼

5月16日 蔡  奇  阴和俊 俄罗斯 会见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

7月10日 陈吉宁 加拿大 会见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邓伟信

8月7日 陈吉宁  阴和俊 英国 会见并宴请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沃伦·伊斯特

8月15日 阴和俊 美国 会见美国特斯拉公司全球副总裁任宇翔

9月19日 张  工 美国 会见美国高盛首席执行官贝兰克梵

9月27日 陈吉宁 美国 会见美国德勤全球首席执行官浦仁杰

10月31日 陈吉宁  阴和俊 美国 会见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11月1日 李  伟 英国 与英国视觉特效公司Framestore首席执行官威廉·萨金特工作晚餐

11月17日 陈吉宁 美国 会见美国凯悦集团董事长普利兹克

11月29日 陈吉宁  阴和俊 美国 会见美国IBM全球董事长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罗睿兰

12月15日 陈吉宁  阴和俊 美国 会见美国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科再奇

（冯  剑  黄姝姝  焦红亮  刘名字）

表6  2017年北京市主要领导在京出席国际活动一览表

时间 市领导 活动内容
2月27日 郭金龙 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开发计划启动发布会

2月27日 郭金龙  蔡  奇 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官方晚宴

3月30日 蔡  奇  张  工 授予塞尔维亚总统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5月11日 郭金龙 陪同习近平主席会见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

5月14日 郭金龙  蔡  奇 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

5月15日 郭金龙  蔡  奇 陪同习近平总书记观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艺演出

5月16日 蔡  奇 陪同习近平主席会见并宴请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

5月18日 杜飞进 出席“5·18”国际博物馆日北京主会场活动

5月27日 吉  林 出席2017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欢迎晚宴

6月6日 陈吉宁  阴和俊 参观清洁能源技术展（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出席）

6月6日 陈吉宁  阴和俊
出席清洁能源·创新使命峰会欢迎晚宴（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
出席）

6月7日 陈吉宁  阴和俊
出席清洁能源·创新使命峰会开幕式（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全国政协副主
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出席）

表5  2017年北京市领导出访一览表

时间 市领导 国别 代表团
3月5日至12日 姜志刚 美国  古巴 北京市代表团

3月19日至28日 郭金龙  张延昆 莫桑比克  坦桑尼亚  南非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3月22日至31日 吉  林 老挝  柬埔寨  越南 北京市政协代表团

4月6日至15日 程  红 黑山  捷克  意大利 北京市政府代表团

5月31日至6月9日 李  伟 爱尔兰  比利时  英国 北京市人大代表团

6月15日至19日 赵文芝 哈萨克斯坦 北京市政府代表团

7月12日至19日 敬大力 德国  北京市检察院代表团

8月26日至9月4日 王  宁 德国  芬兰  丹麦 北京市政府代表团

9月7日至14日 刘  伟 白俄罗斯  匈牙利 北京市人大代表团

9月14日至23日 陈吉宁 塞尔维亚  黑山  美国 北京市政府代表团

11月22日至29日 李士祥 西班牙  意大利 北京市政协代表团

12月10日至17日 闫仲秋 老挝  缅甸 北京市政协代表团

（陈  杨  胡  萌  黄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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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市领导 活动内容
6月9日 阴和俊 出席第二十届科博会主题报告会并与境外贵宾合影

6月12日 蔡  奇  陈吉宁  张  工 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官方晚宴

6月13日 蔡  奇 出席国际奥委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协调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6月28日 张  工 出席亚信非政府论坛第二次会议相关活动

7月12日 陈吉宁  阴和俊 出席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峰会开幕式

7月12日 陈吉宁 出席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规划专家报告会

7月12日 阴和俊 出席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峰会欢迎晚宴

7月24日 张  工 出席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成立仪式

8月23日 蔡  奇  陈吉宁  阴和俊  崔述强 出席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并巡馆（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

8月23日 阴和俊 出席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合作之夜”欢迎晚宴

8月27日 阴和俊 出席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式

9月7日 陈吉宁 出席2017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巡馆和开幕式

9月10日 陈吉宁
出席第22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北京市政府欢迎晚宴及主
席招待会（最高检曹建明检察长出席）

9月11日 陈吉宁 陪同刘延东会见出席全球音乐院校校长交流季

9月11日 杜飞进 出席第十二届文博会开幕式及主题报告会

9月14日 张  工 出席2017北京CBD国际金融圆桌会

9月23日 阴和俊 出席第十届浦江创新论坛

9月26日 蔡  奇  崔述强 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11月14日 阴和俊 出席第八届中意创新合作周开幕式

12月7日 阴和俊 出席中关村论坛开幕式

12月14日 陈吉宁  阴和俊 出席北京市人民政府与外国及香港（地区）在京商协会座谈会、酒会

12月14日 蔡  奇 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与平昌冬奥组委签约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冯  剑  黄姝姝  焦红亮  刘名字）

表7  2017年北京市主要领导会见国际组织和外国知名人士一览表

时间 市领导 代表团及客人
2月27日 郭金龙  张  工 会见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克雷文

3月20日 蔡  奇 会见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罗格

5月16日 阴和俊 会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王彬颖副总干事

5月27日 吉  林 会见出席2017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

6月12日 蔡  奇  陈吉宁  张  工 会见国际奥委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茹科夫

6月13日 阴和俊 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

6月26日 陈吉宁  阴和俊 会见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张翔

7月5日 蔡  奇 会见英女王之女、英国家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妮公主

7月12日 陈吉宁 会见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所长罗伯特·德西蒙

8月26日 蔡  奇  陈吉宁  崔述强 会见并宴请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9月28日 阴和俊 会见美国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

10月12日 杜飞进 会见捷克《文学报》社长帕维尔

11月2日 陈吉宁  阴和俊 会见美国前能源部长、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首席科学家朱棣文

11月4日 陈吉宁  阴和俊 与美国盖茨基金会创始人比尔·盖茨早餐会

12月5日 陈吉宁  阴和俊 与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参选候选人及遴选专家委员会成员座谈

12月6日 林克庆 陪同彭教授接受美国茱莉亚学院博士学位授予仪式

12月13日 蔡  奇  崔述强 会见并宴请韩国平昌冬奥组委主席李熙范

（冯  剑  黄姝姝  焦红亮  刘名字）

注：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要领导名单已列入“市政府组成人员”内。

（本栏目编辑：唐斐婷）

（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