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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事

综        述

2018年，北京市外事部门把握

北京对外工作规律特点，以加强党对

外事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推动

全市对外工作在宏观谋划、增强塑造

力、统筹协调、外事管理等方面实现

全方位提升。

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做好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服务保障工作。

成立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

和第一副组长的市服务保障工作领导

小组。全力做好涉及北京市的13个方

面28项具体任务，梳理形成34个专项

工作方案清单。配合有关部门完成平

昌冬奥会、冬残奥会闭幕式接旗，启

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服务保障工作，推进2019年北京

世园会筹办工作。以重大国际活动为

契机，建立重大国际活动服务保障人

才库，完成培训项目25个，参训人员

2000余人（含京津冀）。

服务首都对外交往。市 委 书 记

蔡奇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希腊、爱尔

兰、英国，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开展28场经贸、文化活动和城

市管理方面的考察调研，以地方合

作促进国家关系发展。市长陈吉宁

访问日本、德国，会见外国重要官

员、科学家、企业界精英百余人，

推进地方合作交流。市人大常委会

主 任 李 伟 访 问 巴 西 、 巴 拿 马 、 古

巴，履行北京市作为中拉论坛中方

后续行动委员会成员单位职责，开

展同拉美国家重要城市议会交流。

副部级以上团组出访25批次。

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全年配

合接待党宾、国宾团组247个，安排

参观考察活动261场。组织3200多名

少先队员参加外国国家元首欢迎仪

式，完成32批次机场及长安街两侧悬

挂迎宾旗任务。深度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在贝尔格莱德举办第三届

“16+1”首都市长论坛。在莫斯科

市、圣彼得堡市举办“北京日”系列

活动。配合有关部门在沿线60多个城

市举办“欢乐春节”活动，吸引观众

25万。支持同仁堂等医药企业海外发

展。赴柬埔寨、尼泊尔、缅甸开展公

益捐赠、医疗合作等民生合作项目。

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雁 栖

湖国际会都、国家会议中心二期等

规划方案编制取得初步成果，第四

使馆区开发建设有序推进。望京、

中关村、未来科学城、新首钢等国

际人才社区建设扎实起步。在软件

方面，聚焦国际营商环境优化，协

同推进改革营商环境“9+N”系列

政策措施，117条扩大开放举措以及

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实施。打

造适合国际人才工作生活的“类海

外”环境。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业

务持续优化。扩大国际学校、国际

医院布局，开展金融街、CBD等重要

公共场所英语标识核查纠错，国际

语言环境大幅度改善。

（李  辉  敬  瑞  孙  耀）

对  外  交  往

【芬兰罗瓦涅米市市长访京】1月7

日至9日，芬兰罗瓦涅米市市长埃斯

科·罗特沃宁访问哈尔滨并顺访北

京。在京期间，副市长王宁会见代表

团一行，就北京市与罗市联合主办

2018年罗瓦涅米“欢乐春节”生肖快

闪活动、深化两市文化合作等议题交

换意见，并共同见证中信旅游集团、

北京华江文化发展公司、北京金烨菲

林文化传媒公司分别与罗市签署合作

协议。

（邓中伟）

【市领导出席韩国平昌冬奥会开、闭

幕式】2月8日至10日，市委书记、

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率团出访韩

国，出席2018年平昌冬奥会开幕式

及有关活动。2月24日至26日、3月

17日至1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

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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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团访问柬埔寨，代表北京市与柬埔

寨首都金边市签署结好协议。2018年

是中柬建交60周年，两国首都结好事

宜纳入两国建交系列庆祝活动。

（庄沙沙）

【芬兰赫尔辛基市副市长访京】5月

31日至6月2日，芬兰赫尔辛基市副市

长辛内迈基率团访京。副市长杨斌会

见代表团一行，双方就两市在交通、

环保、城市规划领域开展交流合作交

换意见。

（邓中伟）

【法国巴黎大区议会主席访京】6月

11日至13日，法国巴黎大区议会主席

瓦莱丽·佩克雷斯率团访京。市长陈

吉宁会见代表团一行，双方就加强城

市管理、经贸、科创等领域的合作开

展交流，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北

京市与法兰西共和国巴黎大区共同行

动计划2018—2023》。

（黄晓蕾）

【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

工作会及颁发证书仪式举办】6月15

日，市委外办召开丝绸之路沿线民间

组织合作网络工作会，中联部有关领

导、市委外办主任为市对外友协、市

贸促会等21家加入丝绸之路沿线民间

组织合作网络的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

颁发证书。

（王景惠  赵  菁）

【美国芝加哥市市长访京】7 月 1 0

日 至 1 2 日 ， 美 国 芝 加 哥 市 市 长 拉

姆·伊曼纽尔率团一行8人访京。市

长陈吉宁会见代表团，双方就城市

规划与管理、经贸、人文等方面议

题进行了交流。

（崔  雪  蔡  婧）

【北京国际友城官员汉语培训班举

行】7月16日至30日，市政府外办与

市教委联合举办“2018年北京国际友

城官员汉语培训班”。来自11个国家

16个城市的15名友城官员、2名汉语

教师和1名驻华使馆官员到京参训。

市政府外办在培训中融入京津冀协同

发展、城市规划、交通智能化管理、

科技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一系

列元素，使参训官员认知与了解北京

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体会首都风

范、古都风韵和时代风貌。

（王海山）

率团出访韩国，出席平昌第23届冬

季奥运会、平昌第12届冬残奥会闭

幕式及有关活动。

（王秋实）

【第三次北京首尔“混委会”全体会

议在首尔召开】3月19日，在北京与

首尔建立友好城市关系25周年之际，

由两市政府联合举办的北京首尔混合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首尔市政厅

举行。北京市市长陈吉宁、首尔市市

长朴元淳及混委会双方26家成员单位

负责人出席会议。混委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听取了混委会秘书处和经济组、

文化组、教育组、环保组的工作汇

报。会议签署了《北京首尔混合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纪要》，包含混委

会2018—2019年30个交流合作项目，

涉及贸易、投资、文化、教育、环保

等领域；专门签署了《北京市环境保

护局与首尔市气候环境本部环保合作

备忘录》，双方将在改善空气质量，

冬奥环保工作和实践可持续发展理

念，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

共同研究对策。

（冀鸿翔）

【“2018地球一小时”北京主场熄

灯活动举行】3月24日，市民交协联

合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国家体育场（鸟

巢）举办“地球一小时北京主场熄灯

活动，并号召社会各界为保护生物多

样性采取积极行动。

（王景惠  赵  菁）

【英国伦敦金融城市市长访京】3

月，英国伦敦金融城市市长鲍满诚率

团访京。在京期间，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伟、副市长殷勇共同会见代表

团，双方就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及推

动金融领域合作交换了意见。

（王文卿）

【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市长访京】4

月8日至13日，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

市长何塞·布兰东访京。市长陈吉宁

会见代表团，副市长王宁陪同会见

并宴请代表团。布兰东一行与北京奥

促中心、市体育局会谈交流；实地考

察奥运场馆和北京什刹海体育运动学

校；与中铁建公司、中国电建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等有关企业进行交流；实

地调研前门步行街和故宫博物院。此

次访问旨在密切巴拿马城与北京市的

友好交流，加强两市在教育、旅游、

城市管理等领域的合作。

（朱克诺  冀鸿翔）

【德国柏林市副市长访京】4 月 1 6

日至18日，德国柏林市副市长拉蒙

娜·卡琳娜·波普率团访京。副市长

杨斌会见代表团，双方就经济、现代

城市交通等议题开展交流。

（邓中伟）

【挪威奥斯陆市市长访京】4 月 1 7

日至21日，挪威奥斯陆市市长雷蒙

德·约翰森率团访问北京市、上海

市。在京期间，副市长张建东会见

代表团一行，双方就环保、冬奥会

筹备、城市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

交流。

（邓中伟）

【奥地利维也纳市市长访京】4月20

日至22日，奥地利维也纳州州长、维

也纳市市长米歇尔·豪伊普尔率团访

京。在京期间，市长陈吉宁会见代表

团一行，双方就深化两市交流与合作

交换意见。

（邓中伟）

【泰国清迈府代表团访京】5月4日至

8日，泰国清迈府府尹巴温·昌尼巴

萨率代表团一行12人访京。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齐静会见代表团，双

方就两地加强合作开展交流。

（王海山）

【蒙古乌兰巴托市议会代表团访京】

5月13日至18日，蒙古国乌兰巴托市

议会主席塞·阿木尔赛罕率乌兰巴托

市议会代表团一行18人访京。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伟会见代表团。此次访

问旨在推动两市友城关系深入发展，

为两市立法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建

立定期联络机制奠定良好基础。

（王文博）

【爱沙尼亚塔林市市长访京】5月21

日，爱沙尼亚塔林市市长塔维·阿

斯访京。市长陈吉宁会见代表团一

行，双方就首都城市治理、智慧城市

建设、科技创新合作、扩大人文交流

等深入探讨。会见后，双方共同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与爱沙尼亚

共和国塔林市合作备忘录》。

（耿小平）

【北京市与金边市结为友好城市】5

月21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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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第五届中非民间论坛】7月24

日，市委外办组织市民交协、市志

联、建工集团参加第五届中非民间论

坛，市委外办代表北京市在第五届中

非民间论坛闭幕会上作专题发言，介

绍北京市与非洲民间交往情况和未来

设想，播放北京市对非民间交往主题

宣传片。北京市对非文化、教育、医

药、妇女、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

项目纳入会议发布的《中非民间友好

伙伴计划（2018—2020）》”。

（王景惠  赵  菁）

【“北京日”系列活动在俄罗斯举

行】7月26日至30日，北京市先后在

俄罗斯莫斯科市、圣彼得堡市举办

“北京日”系列活动，主要包括都市

轨道交通论坛、经贸论坛、青少年体

育比赛、城市建设论坛、旅游推介

会、魅力北京展、北京“老字号”展

卖、中国传统书画展、“北京之夜”

音乐会、以及动物园、图书馆、老年

人残疾人交流等。副市长杨斌与驻俄

罗斯大使李辉、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郭

敏，以及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州、圣

彼得堡市官员分别出席“北京日”主

要活动。

（王文卿）

【“中日小大使”互访10周年纪念活

动举行】7月17日和10月16日，“中

日小大使”互访交流10周年纪念活动

分别在东京市和北京市举行。历届

“中日小大使”代表，日本众、参两

院国会议员、外务省官员，中国外交

部、中日友协、日本驻华使馆嘉宾等

1100余人出席在两地举行的纪念会。

活动开展10年来，共有1200余名中日

青少年参与。7月17日，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在首相官邸会见2018“中日小

大使”代表团一行；10月17日， 中

国外交部和北京市政府领导分别会见

“中日小大使”代表团。

（王  淼）

【日本东京都区市町村代表团访京】 

8月8日至13日，由日本东京都大田区

区长、东京都特别区长会副会长松原

忠义率领的东京都区市町村代表团一

行9人来华进行友好访问，成员包括东

京都6个区、市、町村的政府首长。在

京期间，市长陈吉宁会见代表团。此

次访问系北京市与东京都友城框架下

的区级定期交流互访机制活动，旨在

推动北京市与东京都友城关系持续向

好发展，为2019年两市共同举办结好

40周年纪念活动营造良好氛围。

（王文博）

【第三届北京国际徒步论坛举行】9

月7日，市民交协、市体育局、市体

育总会、门头沟区政府、市徒步运

动会共同举办第三届北京国际徒步

论坛。论坛期间，与会代表经过交

流讨论，发布了论坛成果《徒步连

世界，交流促合作—国际徒步北京

倡议》，倡议世界各国、各地区、

各领域的机构和个人，通过徒步加

强交流，积极开展文明交流互鉴，

加深了解和友谊，促进务实合作。9

月8日至9日，绿地华侨城杯第九届

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斋堂站）

举行，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2

万名徒步爱好者参加。

（王景惠  赵  菁）

【美国华盛顿市副市长访京】10月19

日至20日，美国华盛顿市副市长布莱

恩·凯纳率团一行10人访京。副市长

殷勇会见代表团。访京期间，代表团

一行还与中关村管委会及园区企业进

行座谈交流。

（蔡  婧）

【2018“NGO北京国际对话会”

举行】10月21日，市民交协、市科

协、市志联、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

进会、市妇女国际交流中心、首都科

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光华设计发

展基金会、市妇女对外交流协会等单

位共同举办2018“NGO北京国际对话

会”。对话会的主题为“一带一路与

民生合作”，来自33个国家的20多个

民间组织代表共200余人参会，通过

研讨交流、签署协议、发布北京倡议

等活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王景惠  赵  菁）

【蒙古乌兰巴托市市长访京】10月

22日至25日，蒙古乌兰巴托市市长

苏·巴图包勒德率团一行13人访京。

10月22日，市长陈吉宁会见代表团。

10月23日，代表团在京举办“乌兰巴

托日”活动，包括企业洽谈会、“当

代乌兰巴托”图片展、乌市市长招待

会和“乌兰巴托之夜”文艺演出。

（韩嘉懿）

【瑞士日内瓦市市长访京】10月23日

至27日，瑞士日内瓦市市长萨米·卡

南安率团访京。副市长王宁会见代表

团一行，双方就加强人文、旅游等多

领域合作开展交流。

（黄晓蕾）

【德国科隆市市长访京】10月27日至

30日，德国科隆市市长何珂率团访

京，并在京举办“360度魅力科隆”

图片展和科隆市商贸推介活动。市

长陈吉宁会见代表团一行，副市长

王宁出席图片展开幕式活动。市长

陈吉宁会见代表团，副市长王宁出

席图片展开幕式。图片展展示了由

科隆市提供、汉斯·格奥尔格·艾

施 创 作 的 长 宽 分 别 为 3 0 米 、 5 米 的10月18日，中日小大使欢迎会暨10周年纪念晚会在京举办（市委外办市政府外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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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风 光 摄 影 作 品 《 3 6 0 度 魅 力 科

隆》。在北京饭店举办的科隆商贸

推荐会中，代表团介绍了科隆市营

商环境并分享相关案例。

（邓中伟）

【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

论坛举行】10月，北京市与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市在塞尔维亚合作举办第

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

坛，主题为“与会城市与中国间投资

项目”“民生项目融资的PPP模式”

和“中东欧国家为中国游客提供统一

化旅游产品”，旨在促进各首都城市

间在民生保障、旅游、文化、卫生、

交通等领域的合作。论坛设置开幕

式、主论坛、平行分论坛、闭幕式等

环节。副市长王红代表北京市出席相

关活动。 

（张  奇）

【北京市社会组织参与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国别人权审议会议】11月5日至

16日，北京市社会组织代表团赴瑞士

日内瓦万国宫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国别人权审议会议，在“改革开放40

年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人权事业进

步” 及“中国少数民族发展与人权进

步”两场主题边会发言，介绍社会组

织为推动儿童保护和青少年维权做出

的努力，以及牛街地区少数民族平等

相待、共同发展的生活场景。

（王景惠  赵  菁）

【市外办代表团出席东京全球伙伴研

讨会】11月18日至21日，北京市委外

办、市政府外办主任熊九玲率团一

行3人赴日本出席东京全球伙伴研讨

会。会上，以“实施创新驱动 构筑北

京发展新高地”为题作主题演讲，就

城市间合作成果与挑战、提升城市国

际竞争力发展战略与构建包容性社会

等相关议题发言，并与参会城市代表

进行探讨，宣介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成就。

（王文博）

【第二届中韩省长知事会议在京举

行】11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与北京市政府、韩国市道

知事协议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韩省

长知事会议在京举行，中韩两国19位

省级地方政府负责人参会。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会见出席会议的双方代表；

市长陈吉宁会见韩国市道知事协议会

会长、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就北京

市、首尔市两市未来发展交换意见。

北京市与首尔市共同筹办的北京、首

尔结好25周年纪念演出，作为第二届

中韩省长知事会议配套活动在国家大

剧院上演。会议期间，韩国首尔市市

长、世宗市市长还在环保合作、创业

创新、智慧城市建设、城市副中心建

设等方面考察北京市的经验做法，并

与相关单位进行座谈交流。

（冀鸿翔）

【白俄罗斯明斯克市执行委员会主席

访京】11月，白俄罗斯明斯克市执行

委员会主席安德列·沙列茨访京。副

市长王宁会见代表团一行，就深化两

市经贸合作，扩大人文交流，相互推

介旅游资源等进行交流。

（王文卿）

【市领导为日本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

机关报题写新年贺词】应东京都日中

友好协会邀请，市长陈吉宁为其机关

报《日本与中国》（东京版）2019年

新年专刊题写新年贺词。

（王文博）

外事管理与服务

【概  况】年内，在京常住外籍人

员（居留半年以上）141974人，同比

增长2.86%。在京常驻境外机构37102

家，同比增长6%，其中外国驻华使馆

172家、总部在京的联合国机构及国际

组织5家、分支机构在京的联合国机

构及国际组织26家、外国新闻机构229

家、境外非政府组织150家、外资企业

33773家、外国企业代表机构2627家、

外国企业在京从事经营机构119家、其

他1家。邀请并组织外国驻华使馆官员

和国际组织驻京代表处官员参观考察

活动42场，累计3000余人次参加。

（吴秀峰  贾文杰  刘  嘉  吴  松）

【建立国际交往中心专项规划部市对

接机制】1月，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

设专项规划外交部与北京市对接机制

建立，并先后于2月、7月召开3次对

接会，部市有关部门先后对雁栖湖国

际会都扩容、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

提升、雁柏山庄改造方案进行讨论研

究，确保北京市重要设施建设符合重

大国事活动标准和要求。

（范  斌）

【与外交部共同举办外国驻华记者新

年招待会】1月12日，市政府与外交

部在首都博物馆联合举办2018年外国

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外交部有关领

导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工出

席。外国驻华记者、驻华外交官、部

分中央部委和北京市有关部门负责

人、国内主要媒体负责人等近600余

人参加。

（窦  都）

【中外媒体首次采访北京市监察委员

会】2月27日，市政府外办和北京市

监察委员会共同举办“走进北京市监

察委员会”主题采访活动。20多家中

外媒体记者首次受邀走进北京市监察

委员会，实地了解中国反腐败工作机

构情况。

（黄庆欣）

【市涉外应急指挥部境外安全演练举

行】4月19日至4月20日，市政府外办

组织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45家

成员单位赴顺义德威集团开展涉外突

发事件应急演练。演练突出“练为

战，练即战”思想，通过涉外突发事

件应对、可疑行为识别、火灾应对与

事故逃生、国际应急联络手语等科目

的实操培训，加强涉外应急突发事件

应对和处置的队伍建设，提高参与演

练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对境外安全风

险的识别能力。

（吴秀峰  刘  嘉）

【与千龙网推出“非洲人在北京”

系列报道】4月至8月，市政府外办与

千龙网策划推出大型融媒体系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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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非洲人在北京”。采访涉及非籍

留学生、在京专家学者、留京创业人

员、常驻京记者和在训医生等，推出

系列报道共9篇，并于8月在千龙网以

专题形式刊发。

（贾朝辉）

【完成第五届京交会外事服务保障工

作】5月28日至6月1日，第五届京交

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市政府外办

作为境外嘉宾接待组牵头单位，会同

有关单位完成市主要领导出席活动的

礼宾安排、副部级以上嘉宾接待工

作、外国驻华使馆及使团的邀请等外

事保障工作。

（范  斌）

【组建市涉外安全专家队伍】7月，

市政府外办组建市涉外安全专家组，

为境外领事保护事件和京内涉外案事

件处置、领保教育课程制作、涉外安

全报告编写等工作提供专业支持。

（吴秀峰  刘  嘉）

【组织3家媒体赴俄报道“北京日”

系列活动】7月26日至31日，市政府

外办组织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

北京广播电台3家市属媒体赴俄罗斯

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对俄罗斯

“北京日”系列活动对进行现场采

访报道。其中，日报刊发2篇，北京

电视台在“北京新闻”栏目播出，

并在“特别关注”栏目播出专题，

北京外语广播刊发6篇，各媒体微信

公众号、客户端同步播报。同时组

织协调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

视台、人民网等驻俄分社记者及俄

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等境外媒体对

多场活动进行现场采访报道，其中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还对此次“北京

日”系列活动刊发专题特稿。各家

媒体刊发的原创报道30余篇次，人

民网、新浪网、凤凰网等众多门户

网站也对相关报道进行转载。

（贾朝辉）

【与大连合办国际青少年交流周活

动】8月9日至19日，由市政府外办、

市对外友协共同主办的第七届“欢动

北京”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周活

动在北京市、大连市两地举行。来

自澳大利亚、埃及、印度、印度尼西

亚、韩国、俄罗斯、泰国、新加坡、

斯里兰卡9个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共10个青少年艺术团体与国内29个

省市自治区的5000余名青少年共同开

展文艺演出和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和

体验活动。

（黄庆欣）

【2018年“博物馆之夜”活动举

行】8月10日至14日，市政府外办和

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共同主办、北京自

然博物馆承办的大型公益性科普活动

“博物馆之夜——‘中非之夜’”在

北京自然博物馆举行。在京参加“欢

动北京”活动的外国青少年团队和部

分非洲驻华使节应邀参加开幕式。

（黄庆欣）

【完成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服务保障任务】9月3日至4日，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京举

行。来自非洲53个国家的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代表，非盟委员会主席和

联合国秘书长，以及4000余名代表出

席峰会，2600名媒体记者采访峰会各

项活动。北京市成立市级服务保障工

作领导小组，完成会务保障、礼宾接

待等论坛服务保障任务。

（张良松  田  怡  张五星）

【建立重大国际活动服务保障常态

化机制】9月，市政府外办制定印发

《重大国际活动服务保障常态化机

制“两案两表”（工作方案、应急预

案、倒排期表、联络表）编制导则》

和《重大国际活动服务保障常态化机

制“两案两表”编制参考》，为市服

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各工作组牵头单

位制定常态化服务保障“两案两表”

提供依据。建立市大型活动服务保障

基础人才库、拓展人才库、专业人才

库等分层次人才库，首批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服务保障人员入库。

（范  斌）

【2018年驻华使节招待会举行】10

月25日，市政府在新首钢高端产业综

合服务区举行外国驻华使节招待会，

来自11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国际

组织驻华代表出席。市委副书记、市

长陈吉宁出席招待会并在致辞中感谢

各国驻华使馆和国际组织长期以来对

北京市建设发展的关心支持。俄罗斯

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外国驻华使馆

用中文致辞，对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取

10月24日，京港合作会议第四次会议在京举办                                              （市委外办市政府外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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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中央有关部门领

导出席招待会。

（王  淼）

【首次参与市政府重点工作情况汇

编】11月至年底，市政府外办编写

《2017年北京市政府重点工作情况

汇 编 之 “ 全 国 国 际 交 往 中 心 建 设

篇”》，并制作文本解读“微视频”

和H5（移动端互动网页）。

（贾朝辉）

【第四届在京外籍人士篮球赛举行】

11月3日至25日，第四届在京外籍

人士篮球赛在五棵松篮球馆举行，

副市长张建东出席开幕式。来自美

国、俄罗斯等国家驻华使馆官员、

部分外国企业员工、国际学校外国

专家、高校留学生，社区常驻外籍

人员等外国驻华机构和单位的共24

支外籍球队参赛。美国驻华使馆篮

球队获得比赛冠军。

（贾文杰）

【涉外新闻宣传培训班举行】11月13

日至16日，市政府外办与市友协共同

举办北京市涉外新闻宣传培训班。各

区外办、各区委宣传部和部分委办局

涉外新闻宣传工作负责人，以及全市

外事新闻宣传联络员和部分中央、市

属媒体单位负责人共40人参加培训。 

（贾朝辉）

【第四期境外安全巡查完成】11月

29日至12月6日，市涉外突发事件应

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市应急管理局

及指挥部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一行6

人，赴保加利亚、白俄罗斯两国开

展工作，与中国驻当地使馆交流涉

外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工作，分享

开展预防性领事保护工作经验；指

导北京市驻当地企业加强境外安全

风险防范，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对

接当地华侨商会、协会，了解领事

保护与协助需求。

（吴秀峰  刘  嘉）

【组建市涉外应急医疗救援队伍】12

月，市政府外办依托北京市红十字会

及其下属紧急救援中心（999）组建

涉外应急医疗救援队，并编写《北京

市涉外应急医疗救援队管理暂行办

法》《北京市涉外应急救援队工作方

案》。救援队承担全市涉外突发事件

应急医疗救援和国际转运任务，参与

全市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应急备勤，

并根据需要开展涉外突发事件预防和

宣传教育等活动。

（吴秀峰  刘  嘉）

首都语言环境建设

【北京市规范公共场所外语标识领

导小组专家顾问团座谈会召开】1月

30日，2018年北京市规范公共场所外

语标识领导小组专家顾问团座谈会召

开。17位国内知名外语专家围绕国际

交往中心建设、筹备2022年冬奥会、

京津冀一体化等全市重点工作，为首

都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工作建言献策。

（柴小志）

【2018年首都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工

作要点印发】2月2日，《2018年首都

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工作要点》印发。

因公出入境管理

【概  况】年内，市委外办、市政府

外办坚持从严从实总基调，坚持加

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坚持管理服

务并重，全市因公出入境工作平稳

有序开展。

（吴焕强）

【开展治理公款出国旅游专项检查】

7月至10月，市委外办、市政府外办

牵头，联合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

市审计局、市国家安全局等部门，历

时3个多月，对全市274家单位进行专

项检查。所有单位均按要求完成自

查。专项工作组重点抽查36家单位。

对自查发现的100多个问题和抽查发

现的14重点问题进行督办整改，有效

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张人文）

【为西城区申请一定出访来访外事审

批权】自10月起，市委外办、市政府

外办主动谋划和推进落实外事审批

服务便利化举措，为西城区申请一

定的出访来访外事审批权，即根据

人事隶属关系和人员管理权限，自

行审批本区县处级及以下经贸、科

技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和邀请外国相

关人员来华事项。

（李  莉）

【APEC商务旅行卡颁卡人数居全国

首位】年内，市委外办、市政府外办

积极推广APEC商务旅行卡工作，研

究制定《北京市APEC商务旅行卡申

办管理办法》，推进全市APEC商务

旅行卡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全 年 A P E C 商 务 旅 行 卡 共 接 案 申 请

1254人次，实际颁卡1161人次，居全

国首位。

（朱  旭）

《要点》明确4类12项重点任务，向

北京市民讲外语组委会、北京市规范

公共场所英语标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发放。

（郝  蕊）

【公共服务领域外语标识规范工作培训

班举行】5月10日至11日，组织全市49

家单位参加“公共服务领域外语标识规

范工作培训班”，共同学习国家标准。

（柴小志）

【规范外语标识专家座谈会召开】12

月10日，来自外交部、清华大学等单

位的20位中外权威专家召开规范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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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8年北京市领导会见外国高级别代表团一览表

时间 市领导 国别 代表团及客人

1月8日 王  宁 芬兰 会见芬兰罗瓦涅米市市长罗特沃宁

1月25日 卢  彦 捷克 会见捷克卫生部第一副部长普里姆拉

1月31日 陈吉宁 英国 与英国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签署《英国参加2019北京世园会备忘录》

3月22日 李  伟 澳大利亚 会见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州督保罗·泽西

3月27日
李  伟  殷  勇
刘云广

英国 会见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鲍满诚

4月8日
陈吉宁  王  宁
靳  伟

巴拿马 会见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市长布兰东

4月8日 王  宁 巴拿马 宴请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市长布兰东

4月11日 蔡  奇  崔述强 英国 会见英国内阁办公室大臣利丁顿

4月16日 杨  斌 德国 会见德国柏林市副市长拉蒙娜·波普

4月16日 蔡  奇  崔述强 纳米比亚 会见纳米比亚人组党总书记沙宁瓦

4月17日 张建东 挪威 会见挪威奥斯陆市长雷蒙德·约翰森

4月20日
陈吉宁  隋振江
靳  伟

奥地利 会见奥地利维也纳市市长豪伊普尔

4月20日 隋振江 奥地利 宴请奥地利维也纳市市长豪伊普尔

4月27日 殷  勇 比利时 会见比利时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外贸事务政府大臣乔茜乐

4月28日
陈吉宁  杨  斌
靳  伟

美国 会见美国交通部部长赵小兰

5月5日 齐  静 泰国 会见泰国清迈府府尹巴温

5月14日
李  伟  张  清
刘云广

蒙古 会见蒙古乌兰巴托市议会主席塞·阿木尔赛罕

5月14日 张  清  刘云广 蒙古 宴请蒙古乌兰巴托市议会主席塞·阿木尔赛罕

5月14日 吉  林  严力强 越南 宴请越南河内市祖国阵线主席武洪卿

5月15日 吉  林  严力强 越南 接待越南河内市祖国阵线主席武洪卿系列活动

5月16日
陈吉宁  吉  林
靳  伟  严力强

越南 会见越南河内市祖国阵线主席武洪卿

5月17日 李颖津 日本 会见日中友好议员协会会长伊藤条一

5月17日
蔡  奇  吉  林
崔述强  严力强

越南 会见越南河内市祖国阵线主席武洪卿

标识座谈会，共同研讨全市规范外语

标识工作在建章立制、分类管理、重

点纠错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进展，并

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郝  蕊）

【开展重点领域规范外语标识试点工

作】年内，协调选定北京朝阳医院、

芳草地国际学校和地铁1号线、2号

线和6号线开展外语标识规范试点工

作。为试点单位核定外语标识译写82

条，督促整改错误外语标牌640块，

带动教育、医疗和交通领域外语标识

规范工作全面开展。

（沈传新  柴小志）

【开展15个重点区域外语标识纠错】

年内，围绕在京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等一系列大型国际活动服务

保障任务，共组织专家和外语志愿

者对金融街、CBD区域、国家会议中

心、首都机场、天安门地区、涉外酒

店等15 处重点区域开展外语标识核查

纠错。查找出外语标识缺失、磨损、

错译、中外文不对应、同一标识外文

译法不统一等五类问题标识译法1408

条，督促权属单位更改替换2529块标

识牌。

（沈传新  黄  芳  柴小志  郝  蕊）

【开办13场《牵手冬奥》系列公益

讲座】年内，组织开展13场“牵手冬

奥——市民讲外语公益讲座”，向公

园、园林绿化、交通等重点行业和相

关区推广国家标准。培训超过1000人

次，推动窗口行业有计划、有步骤地

开展员工外语培训。

（柴小志）

【翻译审核新增外语标识和问题外

语标识】年内，组织专业力量严格

审核把关，指导西城区、朝阳区、

海淀区、石景山区、顺义区、昌平

区、密云区等区及市城管委、市交

通委、市科委、市天管委、市新闻

出版广电局、市公园管理中心等单

位完成新增外语标识内容共计4.6 万

字4061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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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芳  柴小志  周国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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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剑  黄姝姝  李宇莎  朱宜强）

时间 市领导 国别 代表团及客人

5月21日
陈吉宁  张  工
靳  伟

爱沙尼亚 会见并宴请爱沙尼亚塔林市市长塔维·阿斯并签署两市合作备忘录

5月31日 杨  斌 芬兰 会见芬兰赫尔辛基市副市长安妮·辛内迈基

6月1日 蔡  奇  崔述强 英国 会见英国安德鲁王子

6月12日 陈吉宁  靳  伟 法国 会见并宴请法国巴黎大区议会主席瓦莱丽·佩克雷斯并出席签约

6月13日 闫傲霜 葡萄牙 会见葡萄牙波尔图市市长莫雷拉

7月2日 殷  勇 英国 会见英国伦敦市副市长拉杰石·阿格尔沃

7月11日 陈吉宁  靳  伟 美国 会见美国芝加哥市市长伊曼纽尔

8月8日
陈吉宁  卢  彦
靳  伟

捷克 会见并宴请捷克布拉格市市长科尔娜乔娃

8月9日
陈吉宁  张  工
靳  伟

日本 会见日本东京都区市町村代表团

8月9日 张  工 日本 宴请日本东京都区市町村代表团

9月5日
陈吉宁  王  宁
靳  伟

芬兰 会见芬兰赫尔辛基市市长扬·瓦帕沃里

9月5日 王  宁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旅游部长兰德尔·米切尔

9月6日 刘  伟 缅甸 会见并宴请缅甸仰光议会主席吴丁貌吞

9月10日 张  清 泰国 会见泰国曼谷市副市长萨克提

9月25日
陈吉宁  王  宁
靳  伟

丹麦 会见并宴请丹麦哥本哈根市长弗兰克·延森

9月25日 杜飞进 印度 会见并宴请印度新德里市政委员会主席纳雷什·库马尔

10月17日 殷  勇 英国 会见英国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凯瑟琳·布雷迪

10月19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美国华盛顿市副市长布莱恩·凯纳

10月22日
陈吉宁  王  宁
靳  伟

蒙古 会见并宴请蒙古乌兰巴托市市长苏·巴图包勒德

10月24日 王  宁 瑞士 会见瑞士日内瓦市市长萨米·卡安南

10月29日
陈吉宁  王  宁
靳  伟

德国 会见并宴请德国科隆市市长何珂

10月31日 殷  勇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贸易和工业部部长葆拉·斯库恩

11月8日 王  宁 白俄罗斯 会见白俄罗斯明斯克市执行委员会主席沙列茨

11月26日
陈吉宁  林克庆
王  宁

韩国 会见韩国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并宴请出席第二届中韩省长知事会议的嘉宾

11月28日 王  宁 日本 会见日本关西广域联合访华团

表4  2018年北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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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日 陈吉宁  张  工 美国 会见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李瑞麒

1月4日 阴和俊 美国 会见美国谷歌公司大中华区总裁石博盟

1月15日 隋振江 美国 会见美国凯悦基金会主席、凯悦酒店集团主席普利兹克

2月5日
蔡  奇  张  工
崔述强

英国 会见英国怡和集团董事长亨利·凯瑟克

2月12日
蔡  奇  张  工
崔述强

美国 会见美国康卡斯特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罗伯兹

2月25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董事长兼联席首席投资官瑞·达利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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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市领导 国别 活动内容

3月8日 隋振江 德国
会见德国西门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西门子（中国)有限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赫尔
曼

3月21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美国高盛集团亚太区董事长马克·史华兹

3月23日
陈吉宁  殷  勇
靳  伟

英国 会见英国普华永道公司全球董事长罗浩智

3月24日 卢  彦 法国 会见法国赛诺菲集团普药与新兴市场全球总裁夏立维

3月24日
陈吉宁  殷  勇
靳  伟

瑞士 会见瑞士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缪汶乐

3月24日
陈吉宁  阴和俊
靳  伟

美国 会见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3月25日
蔡  奇  阴和俊
崔述强

法国 会见法国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国华

3月25日
蔡  奇  崔述强
殷  勇

美国 会见美国VISA公司首席执行官艾克礼

3月25日 殷  勇 法国 会见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乐明瀚

3月25日
陈吉宁  阴和俊
靳  伟

德国 会见德国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长蔡澈

3月25日
陈吉宁  阴和俊
靳  伟

瑞士 会见瑞士诺华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万思翰

3月25日
陈吉宁  阴和俊
靳  伟

美国 会见美国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

3月26日
陈吉宁  殷  勇
靳  伟

美国 与美国黑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早餐会

3月26日
陈吉宁  阴和俊
靳  伟

美国 会见美国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桑德尔·皮猜

3月26日
陈吉宁  殷  勇
靳  伟

美国 会见美国标普全球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彼得森

3月26日
陈吉宁  殷  勇
靳  伟

美国 与美国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午餐会

3月26日 殷  勇 日本 会见日本瑞穗金融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佐藤康博

3月26日 殷  勇 瑞士 会见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安思杰

3月26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美国万事达卡公司国际总裁安康莳

3月26日 殷  勇 日本 会见日本野村控股株式会社会长古贺信行

3月28日 张建东 德国 会见德国慕尼黑博览集团总裁迪特里希

3月29日 阴和俊 美国 宴请美国集成电路FinFET技术发明人胡正明

3月29日 阴和俊 德国 会见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瓦尔斯特

4月20日 陈吉宁  靳  伟 日本 与日本丰田汽车董事长内山田竹志早餐会

4月27日
李  伟  卢  彦
刘云广

日本 会见日本永旺集团名誉会长冈田卓也

5月9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荣誉董事长德安尼罗

5月16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执行副主席西蒙·波特

5月24日
陈吉宁  殷  勇
靳  伟

德国 会见德国安联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贝特

5月29日 阴和俊 美国 会见美国特斯拉全球副总裁任宇翔

6月7日 张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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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8日 陈吉宁  靳  伟 英国 宴请英国渣打银行集团首席执行官温拓思

6月20日 阴和俊 英国 会见英国阿斯利康全球首席执行官苏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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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市领导 国别 活动内容

7月12日
陈吉宁  阴和俊
靳  伟

美国 与美国特斯拉公司全球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早餐会

7月20日
陈吉宁  殷  勇
靳  伟

英国 会见英国英杰华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克·威尔逊

7月28日
陈吉宁  阴和俊
靳  伟

开曼群岛 会见腾盛博药公司首席执行官洪志并见证签约

8月28日
陈吉宁  阴和俊
靳  伟

美国 会见波士顿科学公司全球董事长马鸿明

9月5日 殷  勇 德国 会见德国安顾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瑞思

9月7日 殷  勇 阿联酋 会见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服务监管局代表

9月17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美国道富公司总裁柯杰瑞

9月17日 殷  勇 丹麦 会见丹麦养老基金ATP公司首席执行官赫戴

9月19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美国穆迪公司总裁雷蒙德·麦克丹尼尔

9月20日 殷  勇 加拿大 会见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勤

10月9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美国贝莱德公司董事长劳伦斯·芬克

10月16日
陈吉宁  张建东
靳  伟

美国 会见美国Burton公司创始人杰克伯顿

10月17日 殷勇 德国 会见德国商业银行董事会主席马丁·齐尔克

10月17日 殷勇 挪威 会见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斯莱因斯泰德

11月1日
陈吉宁  殷  勇
靳  伟

日本 会见大和证券集团董事长中田诚司并见证签约

11月8日 陈吉宁  靳  伟 美国 会见标普全球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彼得森

11月14日 殷  勇 英国 会见英国励讯集团公司事务全球总裁、爱思唯尔董事长池永硕

11月27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美国彭博副董事长玛丽·夏皮罗

11月28日 王  宁 英国 会见英国洲际酒店集团全球执委、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周卓瓴

12月3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美国布朗兄弟哈里曼全球管理合伙人比尔·泰利

12月12日 隋振江 美国 会见美国默沙东公司全球研发负责人罗杰·帕尔玛特

（冯  剑  黄姝姝  李宇莎  朱宜强）

表5  2018年北京市领导出访一览表

时间 市领导 国别 代表团

2月8日至10日 蔡  奇 韩国 北京冬奥组委代表团

2月8日至12日 郭金龙 韩国 北京市代表团

2月24日至26日 陈吉宁 韩国 北京冬奥组委代表团

3月17日至19日 陈吉宁 韩国 北京冬奥组委代表团

3月26日至4月2日 魏小东 美国、日本 北京市代表团

4月17日至23日 殷勇 美国 北京市代表团

4月18日至28日 程  红 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 北京市政协代表团

5月20日至26日 齐静 柬埔寨、泰国 北京市代表团

6月11日至21日 王宁
墨西哥、哥斯达黎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北京市代表团

6月17日至24日 张清 蒙古、吉尔吉斯斯坦 北京市人大代表团

6月18日至23日 王  红 美国 北京市政府代表团

7月4日至11日 王红 哈萨克斯坦、菲律宾 北京市代表团

9月10日至17日 陈吉宁 日本、德国 北京市代表团

10月11日至20日 杜飞进 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 北京市代表团

10月14日至24日 李伟 巴西、巴拿马和古巴 北京市人大代表团

10月25日至11月2日 卢  彦 秘鲁、阿根廷 北京市政府代表团

9月20日至29日 杜德印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 北京市人大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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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时  间 市领导 活动内容

1月12日 张  工 出席2018年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

1月20日 阴和俊 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第一届理事会

1月30日 张  工 出席2018年外交部新年招待会

2月1日 殷  勇 出席中投公司与英国驻华使馆联合举办的中英商业领袖对话活动

2月3日 张  工 出席京港企业座谈会

3月26日

陈吉宁  阴和俊
张建东  隋振江
王  宁  殷  勇
卢  彦  王  红
靳  伟

"出席北京国际讲堂第一讲（主讲人：谷歌大中华区总裁石博盟）"

4月13日 王  宁 出席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委欢迎晚宴

4月20日 杜飞进 出席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委答谢晚宴

4月27日 王  红 出席与世界银行专家沟通交流会

4月28日 卢  彦 出席中日密云植树活动

5月3日 张建东 出席国际青少年冰球赛邀请赛闭幕式

5月4日 陈吉宁  靳  伟 出席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开幕式

5月8日 殷  勇 出席美国摩根大通第十四届全球中国峰会

5月10日 殷  勇 出席第25届比利时布鲁塞尔葡萄酒大奖赛

5月10日至11日 王  红 出席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对接会

5月18日 殷  勇 出席第二十一届科博会主题报告会

5月24日 陈吉宁  靳  伟 出席第十三次上合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欢迎宴会

5月25日 张延昆 出席第十三次上合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开幕式

5月27日

陈吉宁  阴和俊
隋振江  王  宁
殷  勇  卢  彦
杨  斌  王  红
靳  伟

出席第13届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圆桌会议、工作午餐和闭门会议

5月27日
陈吉宁  殷  勇
靳  伟

出席第五届“京交会”欢迎晚宴

5月28日
蔡  奇  陈吉宁
李  伟  吉  林
崔述强

出席第五届“京交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

5月28日 吉  林  严力强 出席2018京澳合作伙伴行动开幕式暨签约仪式

5月29日 殷  勇 出席第五届“京交会”中国电子商务大会主论坛暨开幕式

5月29日 王  红 出席第五届“京交会”中国电子商务大会主论坛

6月1日 殷  勇 出席第五届“京交会”北京主题日活动

6月1日 阴和俊 出席第二届“龙门创将”全球创新创业大赛中国赛区总决赛

时间 市领导 国别 代表团

10月9日至19日 孙康林 牙买加、哥伦比亚、厄瓜多尔 北京市人大代表团

10月29日至11月7日 程  红 土耳其、埃及、约旦 北京市政府代表团

11月2日至9日 陈  平 意大利、俄罗斯、德国 北京市政协代表团

11月14日至18日 张建东 卡塔尔 北京市政府代表团

11月27日至12月6日 牛有成 新西兰、澳大利亚、缅甸 北京市人大代表团

11月28日至12月7日 隋振江 苏丹、埃及、突尼斯 全国政协代表团

11月29日至12月7日 闫仲秋 墨西哥、古巴 北京市政协代表团

（陈  杨  张  言  胡  萌  田  怡）

表6  2018年北京市领导在京出席国际活动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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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市领导 活动内容

6月4日
蔡  奇  陈吉宁
崔述强  张建东
靳  伟

出席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总结会开幕式

6月4日
陈吉宁  张建东
靳  伟

出席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社交活动并致辞

6月5日
陈吉宁  张建东
靳  伟

出席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总结会闭幕式

6月5日
陈吉宁  张建东
靳  伟

出席首钢集团与北京冬奥组委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6月5日
陈吉宁  张建东
靳  伟

出席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总结会新闻发布会

6月5日
蔡  奇  陈吉宁
崔述强  张建东
靳  伟

出席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总结会晚宴

6月8日 王  宁 出席2018年北京旅游“长城好汉”全球营销推广活动推介会

6月11日 殷  勇 出席英国普华永道午餐会

6月25日 卢  彦 出席2019北京世园会第一次国际参展方会议开幕式

6月25日 王  红 出席2019北京世园会第一次国际参展方会议晚宴

7月9日

陈吉宁  吉  林
张  工  阴和俊
刘  伟  张建东
王  宁  杨  斌
靳  伟

出席北京国际讲堂第二讲（主讲人：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
经理约翰·林德）

7月16日 魏小东 出席“一带一路”全球青年领袖荟萃——北京·2018活动开幕式

8月8日 张建东 出席奥林匹克博览会开幕式

8月11日 杜飞进  王  宁 出席欢动北京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周活动开幕式

8月15日
蔡  奇  陈吉宁
阴和俊  崔述强
靳  伟

出席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

8月15日 阴和俊 出席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合作之夜”欢迎晚宴

8月19日 阴和俊 出席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式

8月21日 王  宁 出席第二十五届图博会暨第十六届图书节相关活动

8月28日 阴和俊 出席“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及欢迎晚宴

9月3日
蔡  奇  陈吉宁
崔述强

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

9月3日

蔡  奇  陈吉宁
李  伟  吉  林
张  工  张延昆
杜飞进  魏小东
崔述强  王  宁
殷  勇  卢  彦
靳  伟

出席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

9月3日 蔡  奇  陈吉宁 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欢迎晚宴和文艺演出

9月8日 陈吉宁  靳  伟 出席2018年未来论坛闭门座谈会

9月13日 张  工 出席2018北京CBD国际论坛

9月14日 殷  勇 出席北京CBD国际金融论坛

9月17日 王  宁 出席2018年太和-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坛

9月19日 张建东 出席冬博会开幕式

9月19日 张建东 出席冬博会欢迎晚宴

9月20日 张建东 出席冬博会奥运城市发展论坛

9月20日

陈吉宁  阴和俊
张建东  隋振江
殷  勇  杨  斌
王  红  靳  伟

出席北京国际讲堂第三讲（主讲人：国际展览局前主席欧雷·菲利普森）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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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市领导 活动内容

9月21日 王  宁 出席第二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开幕式暨主题论坛

9月22日 王  宁 出席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暨颁奖仪式

9月26日 王  宁 出席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主宾城市开幕活动

9月26日 王  宁 出席2018青龙文化创新街区开街仪式

9月27日 隋振江 出席“悦享丹麦·赋予生活”研讨会

10月7日 张建东 出席2018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决赛 

10月8日
陈吉宁  王  宁
靳  伟

宴请2018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外方专家

10月9日
蔡  奇  杜飞进
崔述强  王  宁

会见2018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外方专家

10月9-10日 王  宁 出席2018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

10月9日 王  宁 出席2018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欢迎晚宴

10月11日 王  宁 出席2018年周口店遗址史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开幕式

10月13日 杨  斌 出席第六届“运输与时空经济论坛”国际会议

10月15日 张建东 出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为挪威国王访华举办的体育配套活动及午宴

10月18日
蔡  奇  陈吉宁
崔述强  殷  勇
靳  伟

出席2018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开幕式

10月18日 殷  勇 出席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晚宴
10月19日 王  红 出席第二届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和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专家咨询会
10月20日 张建东 出席第四届北京外国人篮球赛开幕式
10月21日 殷  勇 出席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闭幕式
10月21日 赵文芝 出席2018NGO北京国际对话会

10月24日
陈吉宁  殷  勇
靳  伟

出席京港合作会议第四次会议及午宴

10月24日
陈吉宁  殷  勇
靳  伟

出席京港洽谈会开幕式

10月24日 殷  勇 出席京港洽谈会专题活动：京港金融服务合作

10月24日 王  宁 出席京港大学校长峰会

10月25日 张建东 出席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安保经验交流会议开幕式及欢迎晚宴

10月25日
陈吉宁  杜飞进
隋振江  杨艺文
靳  伟

出席北京市政府驻华使节招待会

10月25日 殷  勇 出席京港洽谈会专题活动：京港服务业扩大开放合作

10月25日 殷  勇 出席京港洽谈会双向投资重点项目签约仪式

11月1日 殷  勇 出席2018年中关村论坛欢迎晚宴

11月2日 殷  勇 出席2018年中关村论坛开幕式

11月2日
陈吉宁  王  红
靳  伟

出席营商环境高级别研讨会开幕式

11月2日 王  红 出席营商环境高级别研讨会会议和闭幕式
11月3日 闫傲霜 出席2019年中关村论坛闭幕式

11月7日
陈吉宁  殷  勇
靳  伟

出席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入驻仪式

11月8日
陈吉宁  殷  勇
靳  伟

出席中投论坛2018暨国际产业合作及双向投资CEO峰会

11月8日 殷  勇 出席2018北京绿色金融国际论坛
11月8日 陈吉宁 出席中投论坛2018北京推介会暨招待晚宴
11月12日 王  红 出席2019北京世园会德国展馆封顶仪式
11月22日 林克庆 出席在京外国及港澳台地区商协会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11月26日 王  宁 观看北京首尔结好25周年纪念演出
11月27日 杨  斌 出席第二届中韩省长知事会议午宴及会议
11月27日 王  宁 出席2018未来信息通信技术国际研讨会
12月16日 陈吉宁 出席第三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开幕式

（续）

（冯  剑  黄姝姝  李宇莎  朱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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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2018年北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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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阴和俊 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科娃

3月2日 陈吉宁 会见希奈戈研究所创始人佩姬·杜拉尼

3月7日 阴和俊 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区首席代表艾德维

3月25日
陈吉宁  殷  勇
靳  伟

与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格奥尔基耶娃餐叙

4月2日 王  红 会见并宴请世界银行驻京代表处首席专家马钦

4月3日 卢  彦 会见法国波尔多葡萄酒文化与文明基金会主席卡兹

4月12日
陈吉宁  卢  彦
靳  伟

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校长阿瑟·摩尔早餐会

4月16日 殷  勇 会见比利时布鲁塞尔葡萄酒大奖赛组委会主席卜度安·哈弗

4月19日
陈吉宁  张建东
靳  伟

会见并宴请北京2022年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

5月9日 陈吉宁  靳  伟 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科娃

5月26日
蔡  奇  陈吉宁
崔述强  殷  勇
靳  伟

会见并宴请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

5月29日 阴和俊 会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彬颖

6月5日
蔡  奇  陈吉宁
崔述强  张建东
靳  伟

会见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

6月5日
蔡  奇  陈吉宁
崔述强  张建东
靳  伟

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7月17日
陈吉宁  阴和俊
靳  伟

会见并宴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并共同为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揭牌

8月14日 殷  勇 会见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亚太欧非区首席执行官何亚伦

8月21日 王  红 会见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马钦

8月28日
蔡  奇  阴和俊
崔述强

会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

10月30日 王  红 会见并宴请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主席欧斯特罗姆

11月2日
蔡  奇  陈吉宁
崔述强  王  红
靳  伟

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12月12日 陈吉宁  林克庆 宴请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文森特·洛塞泰斯

（冯  剑  黄姝姝  李宇莎  朱宜强）

（本栏目编辑：唐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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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