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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事

综        述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市

委外办、市政府外办全面加强党对外

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动首

都涉外疫情防控和全市对外工作取得

新成果，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迈上

新台阶。

抓好涉外疫情防控。坚持将涉

外疫情防控工作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抓

紧抓好。在重要节点加强与外交部沟

通协调，及时制定涉外疫情防控战略

策略，明确“中外一致，一视同仁”

的原则。牵头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

联控协调机制外事组，严格落实闭环

防控体系，分类做好外籍人士管理服

务。全力做好疫情防控信息服务，发

布8语种疫情防控专栏，专题调研梳

理重点国家疫情防控情况与经验，为

全市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提供参考。

服务中央总体外交大局。年内，

接待党宾国宾参观、考察团组340余人

次。与莫斯科市开展结好25周年系列庆

祝活动。促成市领导会见20余家重点外

资企业负责人，提振外方扎根北京发展

信心，推动对方扩大在京投资。落实与

日本东京都合作备忘录，加快在京建设

中日创新合作示范区。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线上人文交流

合作，开展“丝路一家亲”、“一带一

路”文化之旅、“我与北京”等活动。

推动京津冀三地外事主任联席会议升格

为京津冀外事协同发展座谈会。

凝聚抗疫国际合作合力。践行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推动市主要

领导向38位友城领导人致函声援，向

28个国家的55个城市和地区捐赠防疫

物资；举办防疫经验分享视频会，向

26个友城、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盟

等国际组织分享北京抗疫方案。

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

聚焦“四个硬件项目”和“七个软件

任务”，推动组建11个专项工作组。

出台实施专项规划和行动计划，明确

“一核、两轴、多板块”空间布局。

编制完成行动计划重点任务总台账、

年度重点任务台账，建立双月报告制

度，将重点工作纳入市政府绩效考评

体系。雁柏山庄、国家会议中心二期

等8个重点工程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雁

栖湖国际会都控规方案、第四使馆区

控规及城市设计等8个规划和设计方案

出台，重大国事活动服务保障常态化

工作机制、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规

定等9个重要文件出台实施，统筹推

进10所国际学校、8家国际医疗服务试

点、8个国际人才社区、28个重点区域

国际语言环境建设。推动建立高端智

库机构，外交部支持共建的“北京国

际交往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促进开放发展。参与国家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动打造对外开

放的“北京样板”。推动市领导向285

家重点外资企业和境外商协会负责人致

信，推介北京安全有序、扩大开放的城

市形象。创新策划组织“云外事”活动

13场，促成市主要领导会见重点跨国企

业全球负责人。举办线上“北京国际

讲堂”，分析全球供应链疫情影响及应

对。支持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中关村论坛、金融街论坛规格升级

并做好外事服务保障。

提升外事管理服务水平。研究

建立重要紧急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出访

“直通车”制度，整合形成市级因公

出入境综合业务办理平台。

（张长春）

对  外  交  往

【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在京举 行】1月13日，外交部与市政府联合

举办2020年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

会。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杜飞进出席。秦刚表示，

过去70年，中国正是在各种声音中走

过来。外界越是关注我们，我们越要

笃定前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

国故事讲好。中国的明天会更好。杜

飞进介绍了北京牢牢把握城市战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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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在京举行。论坛发布《中国

交通转型与创新知识平台活动计划》

《边缘智能体》《重型货车超载自识

别智能“天秤”系统技术》《地铁预

约出行技术》等成果。

（徐  强）

【京津冀外事协同发展座谈会】10月

27日，2020年京津冀外事协同发展座

谈会暨“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外事协

同发展备忘录签署仪式在京举行。会

议签署《“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外事

协同发展备忘录》，形成“十四五”

时期京津冀外办加强交流合作项目清

单，涵盖雄安新区建设、友城资源共

享、港澳合作交流、重大涉外活动、

联合对外推介、涉外安全合作、干部

队伍建设、智库共享等8个方面11个

项目。

（杨  柳）

【在京外籍人士足球赛】10月31日，

由市政府外办和市体育局共同主办

的“2020年在京外籍人士足球赛”

举行。60个国家近160名中外友人参

加，北京科技大学国际学生足球队、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学生足球

队、贸大之星分别夺得冠、亚、季

军。

（郭宇童）

【参加中西论坛地方合作线上会议】

11月19日，北京市应邀参加中国—西

班牙论坛地方合作线上特别会议。

与 会 的 中 西 两 国 代 表 围 绕 数 字 经

济、绿色经济、智慧城市建设等议

题交流探讨。

（夏晓露）

【北京—莫斯科结好25周年纪念活

动举行】12月7日至8日，北京市与莫

斯科市共同举办两市结好25周年系

列纪念活动。北京市市长陈吉宁与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过视频会

见并云签署两市《2021—2023年合

作计划》，举办经贸投资、科技创

新、交通圆桌会，首次以录播与现

场演奏相结合的形式在中山音乐堂

举办纪念音乐会。

（李  娜）

位、不断加强“四个中心”建设，以

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及改善

民生，污染防治等方面取得的进展，

表示2020年北京将一如既往为外国记

者做好服务，为促进各国友好关系和

共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外国驻

华记者、驻华使节及使馆新闻官、部

分中央部委和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国

内主要媒体负责人等近500人出席招

待会。

（杨焕昌）

【组织境外驻京媒体采访复工复产和

科技防疫情况】5月13日至14日，外

交部新闻司、市政府外办、市经济信

息化局共同组织境外驻京媒体采访北

京市复工复产和科技防疫情况。美

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22家境外媒

体的43位驻京记者参加，参观北京奔

驰、瑞萨半导体等企业。

（杨焕昌）

【北京与伦敦联合举办资管业务线上

交流会】6月16日，北京市与英国伦

敦金融城市共同举办北京—伦敦资管

业务线上交流会暨《外资资管机构北

京发展指南》发布会。会议向海外

资管机构全面展示北京营商环境，吸

引更多金融机构和海外投资者来京发

展，助推疫情之下经济发展。市委常

委、副市长殷勇与伦敦金融城市长罗

威共同出席并致辞。

（王文卿）

【市领导向当选的东京都知事致贺

信】7月，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

向友好城市东京都的知事小池百合子

致信，祝贺其再次当选。

（王文博）

【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督查工

作办法印发】8月28日，《北京推进

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督查工作办法

（试行）》经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

功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印发实施。办法以督查

工作为抓手，推动国际交往中心功能

建设专项规划、行动计划和各项任务

落实落地。

（沈传新）

【2020北京国际民间友好论坛】9月

2日，由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共同

主办的2020北京国际民间友好论坛举

行。日本、巴基斯坦、德国、法国、

美国、秘鲁、突尼斯、澳大利亚等30

个国家的58个友好组织代表，市对外

友协理事和京促会会员等200余人在

线上线下参加。本届论坛围绕“一带

一路”倡议下的民间友好合作主题，

就如何更好发挥民间友好组织作用、

民生合作的思路和举措，以及疫情形

势下的合作意向和建议等问题展开了

深入研讨和交流，从民间的角度、通

过民间的渠道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

建设。

（于  舟）

【“一带一路”国际青年创新创业论

坛】9月5日，“一带一路”国际青年

创新创业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服贸会

主会场举行。论坛由市对外友协、市

商务局、市科协、京促会主办，主

题为“促进‘一带一路’国际青年

合作、推动国际青年创新发展”。其

间，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进会

与北京国际经济合作协会签约，发布

非洲青年创新创业项目路演及先进适

用技术培训、“丝路一家亲”项目两

项成果，并发出国际青年创新创业倡

议书。

（徐  强）

【中俄青年创业峰会】9 月 1 8 日 ，

2020中关村论坛“变革·突围·未

来—中俄青年创业峰会”平行论坛

在清华大学举行。会上，中关村发展

集团与莫斯科创新集群签署协议，发

布启动首届中俄青年创新创业与创意

大赛。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

俄友好协会会长陈元通过视频发表致

辞，市委常委、教工委书记王宁出席

并致辞，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视频

连线参会。

（黄晓蕾）

【中关村论坛智能+交通平行论坛】

9月18日，由北京民间组织国际交流

促进会和北京民合国际交流基金会

共同主办，主题为“智能交通与未来

出行”的2020中关村论坛智能+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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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剑  黄姝姝  梁  瑛  刘名字  李宇莎  朱宜强  张玮一  张奕璞  王笑先）

表2  2020年北京市主要领导会见外国高级别官员一览表

时间 市领导 国别 活动内容

12月7日 陈吉宁 俄罗斯 视频会见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并云签约

表3  2020年北京市部分市领导会见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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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安森美半导体全球执行副总裁蔡嵩宁

1月22日 陈吉宁  殷  勇 德国 会见德国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长康林松

5月9日 蔡  奇  崔述强 美国
视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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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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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9日
蔡  奇  崔述强
殷  勇

德国 视频会见德国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长康林松

6月10日
蔡  奇  崔述强
殷  勇

瑞士 视频会见瑞士ABB集团董事长傅赛

7月6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GE医疗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张轶昊

7月21日 殷  勇 日本 会见日本大和证券集团总公司副社长田代桂子

7月25日 陈吉宁 美国 视频会见美国迈蓝制药公司执行董事长罗伯特·库里

7月31日 陈吉宁 德国 会见德国大众集团中国公司副总裁、奥迪汽车股份公司中国区总裁安世豪

8月3日
蔡  奇  崔述强
殷  勇

法国 视频会见法国施耐德电气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赵国华

9月21日 殷  勇 英国 会见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行政总裁王云峰

9月28日 陈吉宁 美国 视频会见美国GE医疗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基伦·墨菲

9月29日 蔡  奇  张家明 英国 视频会见英国怡和集团执行主席兼行政总裁班哲明·凯瑟克

10月16日 陈吉宁 美国 会见美国苹果公司副总裁兼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越

11月2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

11月10日 殷  勇 新加坡 会见新加坡淡马锡集团副总裁吴亦兵

11月20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CEO兼中国区CEO孙玮

11月25日
蔡  奇  殷  勇
张家明

日本 视频会见日本瑞穗金融集团董事长佐藤康博

11月26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富达国际亚太区（除日本）董事总经理拉杰夫·米塔尔

11月27日 陈吉宁  殷  勇 美国 会见美国特斯拉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朱晓彤

11月30日 殷  勇 英国 会见德勤中国政府事务主管合作人、华北区主管合伙人施能自

12月2日 殷  勇 德国 会见德国SAP思爱普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谢燕琦

12月12日 陈吉宁  殷  勇 新加坡 会见新加坡先进微晶圆制造厂（AMF)总裁卢国强

12月14日 殷  勇 德国 会见德国戴姆勒集团董事、大中华区董事长唐仕凯

12月14日 殷  勇 美国 会见穆迪集团全球国际业务总裁叶敏

12月15日 殷  勇 德国 会见德国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

12月30日 殷  勇 德国 会见德国戴姆勒集团董事、大中华区董事长唐仕凯

（冯  剑  黄姝姝  梁  瑛  刘名字  李宇莎  朱宜强  张玮一  张奕璞  王笑先  陈  杨  庄沙沙  王文博  蔡  婧

胡  萌  张  奇  王文卿  耿小平  黄晓蕾  李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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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市领导 活动内容

5月14日
陈吉宁  崔述强
殷  勇

出席北京国际讲堂—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疫情影响及应对

6月2日 陈吉宁 出席优化营商环境高级别政策对话会

6月16日 殷  勇 北京—伦敦资管业务线上交流会暨《外资资管机构北京发展指南》发布会

6月21日 殷  勇 2020北京智源大会

9月2日 蔡  奇 陪同中央领导为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录制致辞

9月4日 蔡  奇  陈吉宁 出席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巡馆和峰会

9月5日 陈吉宁 出席2020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开幕式

9月5日 陈吉宁 出席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新趋势高峰论坛

9月5日 吉  林 出席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高层论坛

9月5日 殷  勇 2020服贸会5G新兴服务贸易发展论坛

9月6日 殷  勇 2020服贸会国际金融年度论坛

9月7日 殷  勇 2020服贸会金融街论坛外资交流活动

9月8日 崔述强 出席海淀之夜活动

9月8日 殷  勇 2020服贸会PE论坛

9月8日 殷  勇 北京市氢燃料电池汽车政策与项目发布会

9月9日 陈吉宁 出席2020世界剧院北京论坛开幕式

9月14日 殷  勇 中德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论坛开幕式

9月17日

蔡  奇  陈吉宁
李  伟  吉  林
崔述强  殷  勇
张家明

出席2020中关村论坛开幕式

9月17日 陈吉宁 视频出席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开幕式

9月17日 殷  勇 中关村论坛中俄科技创新论坛

9月18日 陈吉宁 出席全球科学与生命健康平行论坛

9月18日 王  宁 2020中关村论坛“变革·突围·未来—中俄青年创业峰会”平行论坛

9月19日 杜飞进 2020中关村论坛全球科技创新智库平行论坛

10月21日

蔡  奇  陈吉宁
李  伟  吉  林
崔述强  殷  勇
张家明

出席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开幕式

10月21日
陈吉宁  李  伟
吉  林  崔述强
殷  勇

出席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全体大会

10月21日 陈吉宁 出席金融科技与创新暨第二届成方金融科技论坛

10月21日 殷  勇 2020年金融街论坛年会平行论坛会议1“中国金融业挑战与机遇”

10月21日 殷  勇 2020年金融街论坛年会平行论坛会议2“全球经济变局与未来”

10月22日 陈吉宁 出席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闭门会

10月22日 殷  勇 2020年金融街论坛年会平行论坛

11月11日
蔡  奇  陈吉宁
殷  勇  张家明

出席2020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开幕式

11月11日 殷  勇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0年会

12月4日 崔述强 出席亚投行新年招待会

（冯  剑  黄姝姝  梁  瑛  刘名字  李宇莎  朱宜强  张玮一  张奕璞  王笑先  王秋实  郑  璐  范  斌  陈京闽

田  怡  张伦恺  赵  菁  李  娜）

表4  2020年北京市部分市领导在京出席国际活动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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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管理与服务

【境外驻京媒体管理与服务】1月12

日，组织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等28

名境外驻京媒体记者应邀旁听和采访

市“两会”。做好境外驻京媒体参加

市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相关工作。新

发地聚集性疫情发生后，配合外交部

新闻司做好境外驻京媒体参加市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邀请和现场管理服务

工作，境外驻京媒体累计参加10余场

发布会。

（杨焕昌）

【市政府外办官网改版上线】2月，市

政府外办官方网站全新改版上线。新版

网站突出首都对外工作的新形势、新特

点和新要求，共设置国际交往中心、政

务信息、友好城市、对外合作等8个一

级栏目，实现外事业务全覆盖。

（杨  旭）

【重大国事活动服务保障机制出台】

3月11日，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市重大国

事活动服务保障常态化工作机制（草

案）》，于3月27日印发实施。《工

作机制》以“常态化、不扰民”为目

标，按照平战结合理念，固化“一办

九组”常态化运行模块，明确领导人

参访线路库、专场文艺演出节目库、

场地服务数据库等平时资源库建设的

责任单位，细化规范标准的服务保障

与运行阶段流程，为市委统筹重大国

事活动服务保障提供了总抓手，为打

造在京重大国事活动快速对接、高效

有序的常态化运行保障平台奠定制度

基础。

（范  斌）

【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领导小组

第二次全体会召开】3月11日，北京

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领导小

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蔡奇主持

并讲话。会议通报领导小组专项工

作组设置安排，听取各专项工作组

关于2020年重点任务实施安排的汇

报，审议《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

功能建设2020年工作要点》《北京

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2019年

工作情况》。

（杨  柳）

【“2020地球一小时”北京主场熄

灯仪式】3月28日，由京促会和世界

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共同主办的

“2020地球一小时”线上主场熄灯仪

式举行。通过“地球一小时”官方微

博、WWF抖音帐号、新浪新闻和澎湃

新闻等平台举行熄灯仪式，活动口号

为“以生命之名，为地球发声”，呼

吁公众保护自然环境。

（刘晔京）

【外籍人士健康宝小程序发布】4

月，市政府外办与市经济信息化局

联合制作外籍人士“Health kit（健康

宝）”小程序，并及时发布上线英文

版使用指南。外籍人士可以通过微

信、支付宝，搜索“Health kit”小程

序，查询自身健康状态。

（贾朝辉）

【实施重大国际活动分类服务保障

机制】5月，按 照 “ 分 级 分 类 、 业

务对口”原则，将在京举办的国家

级 重 大 国 际 活 动 区 分 为 “ 中 国 政

府主办、外交部承办的重大国事活

动”“中国政府主办、中央部委承

办的重大国际活动”和“中央部委

主 办 的 重 大 专 业 性 国 际 活 动 ” 等 3

类，明确市服务保障牵头部门及职

责，打造“层级科学、权责明晰”

的服务保障机制。
（范  斌）

【助力外国留学生办理“无接触”离

京手续】6月，市政府外办国际交流

中心启动“领事认证进校园”活动，

提供无接触式办理服务。在京留学生

不出校园、已离京（境）的留学生不

必二次返京、急于回国的不必延期签

证，即可“一站式”快捷办理相关公

证和领事认证手续。累计为74个国家

的582名留学生“无接触”办理领事

认证文书1283份，覆盖全市35所高校

和京外6所高校。

（郑晓强）

【北京国际交往研究中心成立】8月6

日，北京国际交往研究中心成立仪式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研究

中心将建设成为一家主要服务北京

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的非营

利性新型智库，由市政府外办和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主管主办。

组建研究中心是外交部支持北京市

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的重要

举措，是外交部和北京市共建国际

交往中心智库的重要成果。研究中

心成立后，将紧紧围绕国际交往中

心功能建设过程中的重点、难点、

热点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

储备性理论和政策研究。

（杨  柳）

【新媒体时代涉外新闻宣传培训班举

行】11月18日至20日，由市政府外办

主办的2020年新媒体时代涉外新闻宣

传培训班举行，全市相关单位的50余

位学员参加，来自《人民日报》、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网、《北京日

报》等媒体的专家、新媒体企业负责

时 间 市领导 活动内容

1月9日 陈吉宁 会见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迪格拉夫

10月22日 蔡  奇  张家明 会见德国霍尔茨布林克出版集团首席执行官、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监事会主席斯蒂
芬·冯·霍尔茨布林克

表5  2020年北京市部分市领导会见国际组织和外国知名人士一览表

（冯  剑  黄姝姝  梁  瑛  刘名字  李宇莎  朱宜强  张玮一  张奕璞  王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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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出入境管理

【扩大APEC商务旅行卡惠及面】2

月，印发《市政府外办关于进一步做

好APEC商务旅行卡工作的通知》，

简化申请材料，对企业资质实行“一

次建档、一年有效、年度复审”；

建立30家非公有制企业“直通车”机

制，直接受理重点非公有制企业办卡

申请。

（高  峰）

【制定政策服务企业“走出去”】5

月，出台《关于北京市国有企业外事

管理工作实施办法》，对国企人员因

公出国实施与党政干部区别管理，提

升企业“走出去”便利性。

（张人文）

【开通外籍人员入境返京绿色通道】

8 月 ， 开 通 外 籍 人 员 入 境 返 京 “ 绿

色 通 道 ” ， 开 展 授 权 审 批 ， 建 立

完善的联动工作体系。制定工作指

南、工作规范和工作提示清单，实

行“同步办理”“不见面审批”和

“一站式”服务。

（朱  旭）

【为市属高校申请外事审批权】11

月，为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申请部分出来访外事审批权，服务高

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李  莉）

【为科研人员建立出访“直通车”制

度】11月，对战略科技人才及其团队

核心成员执行重要紧急国际学术交流

与合作任务提供“政策服务包”，申

报任务不受最低受理时限限制，并行

办理审批、护照业务，专人对接、全

程跟进。

（李  莉）

【开展参加线上国际会议审核审批】

年内，印发《关于局级及以下党政干

部参加外方主办的线上国际会议申报

指南》，明确工作要求、办理权限和

具体程序，规范做好审核审批。

（吴焕强）

【加强因公出访事中事后监管】年

1.8万条，安全提醒2020条。动态跟

踪北京市人员国外滞留情况，协调相

关区对滞留人员家属提供“点对点”

服务。通过市外办官网和北京外事、

领保进万家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及时

推送相关提醒400余条，全网阅读量

近90万人次。与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国的北京市留学生和家

长代表视频交流，介绍最新防控举

措，鼓励留学生互帮互助、做好个人

安全防护。打造“领事保护月度大讲

堂”精品课程，在飞书平台开展5期

“关爱海外京籍人员”线上活动。微

电影《温暖的守护》宣传片在全市23

条地铁线路循环播出。开展3期“领

保进校园”线下活动，宣传领事保护

和科学防疫知识，发放宣传折页1000

余册，提升在北京市的境内外人员安

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吴秀峰）

【助力外籍人士返京复工复产】年

内，落实疫情防控责任，压减审核环

节、压缩审批时限，满足外籍员工

入境返京复工复产实际需求。完成

2020年服贸会外籍嘉宾来京保障任

务，为环球影城等重大项目、戴姆

勒等重点企业人员搭乘复工包机提

供便利，协助外籍教师入境返京复

学复课。

（贾朝辉）

人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的专家学者授课。

（杨焕昌）

【防疫常态下创新国际会议管理】年

内，市委外办、市政府外办探索疫情

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国际会议创新管

理。鼓励线上、线下融合举办等创新

形式，在确保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保

证会议效果。全年，市属单位及“脱

钩”商协会在京举办国际会议15场，

其中市级审批会议13场、报国务院审

批会议2场。

（郑  璐）

【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新成效主题

宣传】年内，以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

心功能建设领导小组组建一周年和专

项规划出台为契机，开展系列宣传。

9月27日，市政府外办与市新闻办组

织召开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

设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北京推进国

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取得的新进展、

新成效。《人民日报》、新华社、中

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和市属媒体以

不同形式刊发报道近50篇。中央电视

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予以报道；

《人民日报》刊发《抓住重大项目牛

鼻子，展现未来15年发展蓝图 北京

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参考消

息》刊发特别报道《外籍人士感受北

京“国际范”》《光明日报》在头版

刊发《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

彰显首都风范》《北京日报》在头版

刊发《顶层设计加快完善 重大项目

稳步推进 人才社区分区引导 本市首

次编制专项规划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

能建设》。12月，北京电视台在《北

京您早》栏目，对全市各区取得的成

果进行系列报道。

（杨  旭）

【“多语种疫情防控信息专栏”开

设】年内，为及时向外籍人士发布

疫情相关权威信息，市政府外办在新

版官方网站和“北京外事”微信公众

号同时开辟“多语种疫情防控信息专

栏”。专栏围绕外籍人士防疫需要，

以每日8种外语通报全市疫情数据，

及时发布疫情防控重要政策及相关信

息。其间，推送以外国人易于接受的

方式进行编辑和翻译的各类政策解

读、疫情通报、便民咨询等共400余

条，阅读量70余万次。

（杨  旭）

【关爱北京市滞留境外人员】年内，

市政府外办关心关爱北京市滞留境外

的游客、中小学生、机构人员及侨民

安全。全年编制《境外安全周报》52

期，《领事保护每日工作动态》335

期，《境内外疫情综报》72期。向市

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和

有关企业推送重大涉外安全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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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语言环境建设

【首部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规定公

布实施】2月29日，市长陈吉宁签署

政府令第291号，公布《北京市公共

场所外语标识管理规定》，并于7月1

日起正式施行。这是北京市首部规范

公共场所外语标识使用与管理工作的

政府规章，共20条，重点明确外语标

识的设置范围、设置使用外语标识的

文字要求、外语标识管理体制和部门

间执法协调配合机制、政府需提供的

服务以及相关法律责任。《规定》既

是政府依法履行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

既定内容，也是解决外语标识错用滥

用、优化城市国际语言环境的现实需

要。《规定》的施行，标志着北京市

规范外语标识工作进一步走上法治化

轨道。

（郝  蕊）

【做好疫情防控语言支持工作】2

月，针对疫情防控形势，快速组建语

言支持服务专家和工作队伍，支持疫

情多语言政策和信息发布。做好文稿

翻译审核，指导北京外国语大学多语

言服务中心做好城市公共服务热线多

语言电话翻译服务；加强多语种应急

力量储备，紧急协调柬埔寨语等小语

种志愿者服务保障机场转运。

（黄  芳）

【开展国际语言环境建设立法调研】

年内，市政府外办会同市人大常委会

民宗侨外办和市司法局，共同开展

《北京市国际语言环境建设促进条

例》立法调研，主要是与全市各区、

涉外行业窗口单位和部分外语领域社

会机构代表对立法工作进行研讨论

证，与教育部、外交部、中国外文局

等中央单位就立法工作进行沟通座

谈，面向部分在京外国商会、外企外

籍员工、高校留学生和外籍游客开展

问卷调查。

（郝  蕊）

【推进完善公共场所外语标识规范】

年内，围绕政府令重点规范的六类重

点公共场所，组织全市重点行业和各

区开展外语标识自查自纠，累计查出

错误外语标识6739条，全年整改2593

条。组织部分专家、媒体、市人大代

表、市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抽查朝

阳区外国人服务大厅、卢沟桥周边和

抗战纪念馆外语标识规范情况。围绕

服务保障在京举办的重要国际活动，

组织中外专家对外文道旗、标语口号

和活动主题审核把关。日常翻译、核

准全市新增疑难复杂外语标识文稿5.2

万字。

（郝  蕊）

【5领域外语标识地方标准出台】年

内，组织专家就外语标识地方标准修

订工作进行论证研讨，全面听取行业

主管单位、基层应用单位意见建议，

起草形成地标征求意见稿。完成通

则、文化旅游、体育、商业金融、组

织机构5领域地方标准修订工作，并

于年底出台。

（王  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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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类目编辑：唐斐婷）

内，转发外交部等部委《关于进一步

加强因公临时出国事中事后监督管理

工作的通知》，印发《关于2019年全

市因公出访情况的通报》，对37家单

位因公护照管理工作进行检查。

（吴焕强）

【推行因公护照管理新政策】年内，

推行“同步办照、照随人走”，实

行任务审批和护照办理两项工作同

步启动和推进，实现“一批准即发

照”，实行因公护照随人员调动直

接迁移。

（李玉琳）

【打造因公出入境业务办理平台】

年内，整合因公出国、因公护照和

签证、邀请外国人来华、APEC商务

旅行卡等业务，打造市级因公出入

境综合业务办理平台，实现“网上

办”“掌上办”“线上批”。

（李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