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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关于落实《北京市统筹疫情防控
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方案》的工作指引

为深入贯彻落实《北京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

增长的实施方案》（京政发〔2022〕23 号），做好市

级政策的宣传、解读和落实，确保各项措施及时落地，

切实做好稳主体、促就业、保安全工作，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特制

定本工作指引。

一、持续加力助企纾困和营商环境优化，全力稳住

经济基本面

（一）留抵退税“直达快享”

1.严格落实国家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主动服务，

“一对一”精准推送信息，全程网上办理，确保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符合条件的企业存量留抵税额“应退尽

退”。

责任单位：

区税务局 货物和劳务税科 郭荣誉 69827929

区财政局 财源建设中心 宋翠翠 69820269

（二）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应缓尽缓”

2.按照国家社会保险费缓缴政策及扩围要求，对特

困行业企业、科技创新型困难中小微企业及其他受疫情

影响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

体工商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及社

会组织缓缴社会保险费，明确困难企业申请条件，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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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范围，以自愿申请、书面承诺等方式简化办理程序，

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缓缴期限至 2022 年底，缓缴

期间免收滞纳金。

责任单位：

区人力社保局 社保收缴部 李璐 69842953、

69844705

区财政局 社会保障科 张丽 69854670

区税务局 社会保险 费和非税收入科 张红鑫

69864043

3.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等用人单位，可按规定申请缓

缴住房公积金，缓缴期限为 2022 年 4 月至 12 月。缓缴

期间，缴存职工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

缓缴影响。职工在本市无自有住房租住商品房，可按实

际支付房租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受缴存人月缴存额限

制。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偿还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不作逾期处理，不影响征信记录，并免收罚息。

责任单位：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门头沟管理部 陈赛屿

69820199

（三）国有房租减免“即申即享”

4.2022 年对承租区内各类国有房屋的在京注册或

在京纳税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 3 个月房

屋租金。符合条件的连锁超市、便利店、餐饮企业以门

店为单位执行。对承租非国有房屋的科技型孵化器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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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房租的，经确认按照减免租

金总额的 50%给予补贴，其中市级承担 20%、区级承担

30%。鼓励各区结合实际，对减免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房租的非国有房屋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给予一定

补贴。组建房租减免工作专班，公告联系方式，协调督

查政策落实，确保免租措施惠及最终承租经营人。

责任单位：

区国资委 产权科 梁亚楠 69822144

区机关事务 管理中心 办公用房 管理科 李怡

69843298

区科信局 技术创新促进科 杨杰 69854033

中关村门头沟园 管委 产业促进 发展科 孙晨

60800007

区商务局 现代流通管理科 杨楠 69826432

区财政局 企业科 陈超琪 69844188

（四）水电气“欠费不停供”

5.对受疫情影响未能及时缴费的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用水、用电、用气“欠费不停供”，缓缴期限至

2022 年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将中小微企业宽带

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 10%。

责任单位：

区城市管理委 能源运行科 谭士杰 69850174

区水务局 供水事务中心 杨博 69844023

区市场监管局 综合执法大队 付向阳 6986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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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科信局 大数据事务中心 李嘉贺 69820430

（五）开行“融资纾困直通车”

6.2022 年普惠小微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10

个百分点以上。线上线下相结合提高首贷补贴办理便利

度和覆盖面。落实商业汇票承兑期限由 1 年缩短至 6 个

月政策，加大再贴现力度。

责任单位：

区发展改革委 金融办 陈永 69825256

区科信局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吕金玲 69859850

区政务服务局 建设科 安祎炜 69859410

区财政局 企业科 陈杰 69839232

7.鼓励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货车

司机贷款及受疫情影响的个人住房与消费贷款等实施

延期还本付息，简化申请手续、支持网上办理，不因疫

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不影响征信记录，并免收罚

息。

责任单位：

区发展改革委 金融办 陈永 69825256

8.加大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支持力度，对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服务业小微企业 2022 年新申请的银行贷款由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担保的，按 0.5%的费率收取

担保费，免收政策性创业担保项目担保费，对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 2022 年度新增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提供

不高于实际发生代偿总额 20%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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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区财政局 企业科 陈杰 69839232

区发展改革委 金融办 陈永 69825256

区科信局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吕金玲 69859850

9.鼓励保险机构设立企业疫情险，为投保且因突发

疫情导致的企业停产或停业给予一定额度赔付。大力推

广普惠性商业健康保险，为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补充保

障。加快推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保险试点产

品落地。

责任单位：

区发展改革委 金融办 陈永 69825256

区医保局 救助中心 董秀 69830329

区科信局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吕金玲 69859850

区人力社保局 劳动关系科 张晶晶 69842565

（六）优化营商环境“接地气”

10.出台助企纾困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扩大线

上审批服务、电子印章和电子证照应用，提升“一网通

办”服务水平，实现惠企政策“主动办”“加快办”“方

便办”。疫情期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到期的，企业在

线承诺后有效期自动顺延。食品生产许可证（非特殊食

品）到期的，有效期顺延 6 个月。封管控区内无法及时

换发食品生产许可证（特殊食品）、食品经营许可证的，

有效期顺延至封管控解除后 30 日。因疫情影响导致的

行政处罚、延期还贷等失信行为，不纳入信用记录和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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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记录，为受到行政处罚并被公示的企业开通“信用豁

免申请”便捷服务。用好 12345 企业服务热线，为企业

提供政策咨询、受理办理、督办反馈、回访评价全链条

服务，实现“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

责任单位：

区发展改革委 综合发展科 肖颖 69852107

区政务服务局 建设科 安祎炜 69859410

区科信局 大数据事务中心 郝怡玮 69838176

区市场监管局 登记科 刘刚 69869720

区市场监管局 市场一科 吕杰 69869727

区城指中心 综合受理部 罗晓雷 61809513

11.夯实市、区、街道（乡镇）三级“服务包”工

作体系，健全走访服务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和属地管家

作用，完善企业诉求动态解决机制，不断提升各级政府

统筹服务企业发展能力。稳定总部企业在京发展，引导

企业在京布局一批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重大项目。

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在研发创新、场景应用、融资上

市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培育一批独角兽、“专精

特新”“隐形冠军”企业。

责任单位:

区发展改革委 产业发展科 安宁 69857084

区科信局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吕金玲 69859850

中关村门 头沟园管委 产业促进 发展科 孙晨

608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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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开展中小企业账款清欠专项行动，无分歧欠款

发现一起清偿一起，确有支付困难的 2022 年 6 月 30 日

前明确还款计划，严禁政府投资项目新增拖欠。

责任单位：

区科信局 产业和信息化科 张洁 69859850

区财政局 企业科 陈超琪 69844188

区国资委 企业服务中心 韩冬 69844543

区市场监管局 市场二科 张西浩 69869736

13.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压减会议、培训、差旅等

一般性支出，按规定全部收回各类结余结转资金，统筹

用于疫情防控、助企纾困等急需领域。

责任单位：

区财政局 预算科 孙鲁 69842150

14.加大公共采购倾斜力度，政府采购工程更多采

用扩大联合体投标和合理分包等方式，降低中小企业参

与门槛。将政府采购货物服务面向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

比例提高至 10%-20%。200 万元以上的货物服务采购项

目、400 万元以上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

供的，预留 40%以上预算总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比例不低于 70%。工会经费等其他

公共性经费参照执行。

责任单位：

区财政局 采购办 王娟 69865130

区科信局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吕金玲 6985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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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建设市场科 李冰 69851392

区发展改革委 采购中心 李红宇 69827587

区总工会 办公室 张明亮 赵希瑶 69831226

15.全面推广电子招投标，疫情期间采取随机抽取

方式难以确定评标专家的，可依法由招标人自行确定专

家进行评标。全面推行保函（保险）替代现金缴纳保证

金，鼓励招标人（采购人）对信用良好的中小微企业免

除投标担保。

责任单位：

区发展改革委 采购中心 李红宇 69827587

区财政局 采购办 王娟 69865130

二、着力打通关键堵点，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

定

（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

16.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坚持“动态清零”

总方针，分区分级实施社会面防控措施。分场景分类别

及时更新、动态调整疫情防控指引，市区联动及时解决

已复工复产企业因疫情防控产生的到岗用工、配套企业

复工复产、物流运输、入境返京等实际困难。指导更多

企业制定闭环生产预案，以最小生产单元、最小人员编

组分区分隔、错时错班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企业抵御疫

情影响能力。实施重大项目生活区、施工区分隔管理，

新进京员工独立区域居住，确保施工进度不延后、质量

不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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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区卫生健康委 公共卫生科 于海朋 60801930

区复工复产组 福蒙蒙 69852107

17.健全分级分类、动态管理的重点企业“白名单”

制度，争取更多本市重点企业及上下游企业纳入国家产

业链供应链“白名单”保障范围。建立市区两级重要功

能性企业、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城市运行保障企业、产

业链龙头和供应链前端企业“白名单”。

责任单位：

区复工复产组 福蒙蒙 69852107

区卫生健康委 公共卫生科 于海朋 60801930

（二）全力保通保畅

18.严格落实货运车辆司乘人员“白名单”制度和

“即采即走即追”闭环管理模式，对通信行程卡绿色带

*号实施精准赋码。加大全国统一制式通行证发放力度，

对保障民生物资、生产性物资运输的企业应发尽发。对

公共性、基础性物流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及冷链物流设

施建设项目，加大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支持力度。做好市域内及河北省应急物资中转站随

时启用准备，建设运维资金由政府性资金承担。研究建

立矿建材料等重点货品“公转铁”运输成本差额政府、

铁路部门、企业三方共担机制。继续实施批发市场蔬菜

和部分类别国产水果免除进场费政策。

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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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交通局 行业管理科 王立坡 69823606

区 公 安 分 局 反 恐 怖 和 特 巡 警 支 队 王 育 新

69866810

区卫生健康委 公共卫生科 于海朋 60801930

区科信局 产业和信息化科 张洁 69859850

区财政局 经济建设科 李青 69865089、69844195

区发展改革委 产业发展科 安宁 69857084

区发展改革委 金融办 陈永 69825256

区商务局 现代流通管理科 杨楠 69826432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监督站 李兵 69844157

（三）加快布局京津冀协同重点领域产业链

19.开展高精尖产业强链补链行动，对龙头企业围

绕重点领域在京津冀范围提升产业链保供能力的，给予

一揽子支持。充分利用产业引导基金等手段，推动一批

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互联网

等新兴产业项目在现代化首都都市圈落地。推动京津冀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带动三地在产业共性技术研发

和成果应用方面深度合作。

责任部门：

区科信局 产业和信息化科 张洁 69859850

中关村门头沟园 管委 产业促进 发展科 孙晨

60800007

区财政局 企业科 陈超琪 6984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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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分发挥优势企业带动作用，不断提升高精尖

产业发展能级

（一）促进平台企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20.支持平台企业参与智慧城市建设，落地一批智

慧交通、智慧商圈、智慧街区、智慧家庭应用场景项目。

引导重点平台企业科技转型，支持企业与国家实验室、

国家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高校院所深度合作，

加快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操作系统、处理器等

领域技术研发突破，支持平台企业参与新型算力体系建

设。支持平台企业推广数字零售、社交电商、在线健身、

在线诊疗、云旅游、云展览、云演出等数字经济新模式，

拓展“互联网+”消费场景，加快推进居家生活和居家

办公一体化发展。支持本市企业在香港上市，依法依规

推进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赴境外上市。

责任单位：

区科信局 产业和信息化科 张洁 69859850

区发展改革委 产业发展科 安宁 69857084

区发展改革委 金融办 陈永 69825256

中关村门头沟园 管委 产业促进 发展科 孙晨

60800007

区商务局 商务规划发展科 梁艳 69844215

区卫生健康委 应急办 任正艺 60802953

区文化和旅游局 产业科 刘玉 69862503

（二）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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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加大创新型企业融资支持力度，畅通 S 基金依

托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扩大并购等二级

市场交易，支持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加强与外部投资机构

合作，积极探索多样化金融服务模式，引导私募股权基

金、创业投资机构加大对科创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优

化科创企业票据再贴现专项产品“京创通”申请流程和

使用条件。

责任单位：

区发展改革委 金融办 陈永 69825256

区科信局 产业和信息化科 张洁 69859850

中关村门头沟园 管委 产业促进 发展科 孙晨

60800007

区国资委 规划发展科 王春瑶 69847232

22.加快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拨付进度，修订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系列资金支持政策，实施

“首台套”“首批次”“首流片”等应用政策，加大对

企业技术研发投入、成果转化、概念验证等支持力度。

责任单位：

区科信局 产业和信息化科 张洁 69859850

中关村门头沟园 管委 产业促进 发展科 孙晨

60800007

区发展改革委 产业发展科 安宁 69857084

区财政局 企业科 陈超琪 6984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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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支持落地一批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技术改造项

目，对符合条件的“新智造 100”项目和绿色低碳项目

给予不超过总投资 30%的分档支持，对“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数字化赋能项目给予不超过合同额 20%的奖励。

责任单位：

区科信局 产业和信息化科 张洁 69859850

区财政局 企业科 陈超琪 69844188

中关村门 头沟园管委 产业促进 发展科 孙晨

60800007

24.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和行业企业申请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全国股转系统挂牌的，实施专人对接、

即报即审、审过即发。支持北京证券交易所免收上市公

司 2022 年上市年费，在审核环节加强电子化材料报送，

对受疫情影响业绩大幅下滑企业予以适当包容。

责任单位：

区发展改革委 金融办 陈永 69825256

中关村门 头沟园管委 产业促进 发展科 孙晨

60800007

（三）以“两区”建设促进外资外贸发展

25.深入推动“两区”重点领域全产业链开放和全

环节改革，强化外资项目用地、用水、用能等要素保障，

支持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特定区域内注册的

外资研发中心按照相关规定享受技术转让所得税收优

惠。支持“专精特新”等高技术企业、获得国家高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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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认定的企业及在自贸区注册的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

场。做好外贸企业纾困服务，用好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

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工具，加大向中小微外贸企业倾斜

力度，外经贸担保服务平台企业综合担保费率降至 1.5%

以下，对企业利用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质押项下的贸易融

资和通过外经贸担保服务平台融资在限额范围内贴息

50%。搭建外国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整合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外国人工作居留许可业务。

责任单位：

区商务局 “两区”办 王维 69843618

区商务局 外资和外贸发展管理科 马洁 69834494

区 投 资 促 进 服 务 中 心 产 业 促 进 部 张 雨 然

69803409

区发展改革委 产业发展科 安宁 69857084

区发展改革委 金融办 陈永 69825256

区科信局 技术创新促进科 梁玉 69854033

中关村门头沟园 管委 产业促进 发展科 孙晨

60800007

区财政局 企业科 陈超琪 69844188

区公安分局 出入境管理中队 梁辉 69845246

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大有效投资力度

（一）着力扩大重点领域投资

26.扩大生产性投资，加快推进功能区重点项目建

设进度，推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医药健康领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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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落地。前瞻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开工建设中关村

京西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项目。

责任单位：

区科信局 技术创新促进科 杨杰 69854033

中关村门 头沟园管委 产业促进 发展科 孙晨

60800007

区发展改革委 产业发展科 安宁 69857084

27.激发城市更新投资活力，推动出台城市更新条

例，建立跨项目统筹实施机制，合理引导街区功能混合、

用地功能兼容和建筑功能转换。出台存量国有建设用地

盘活利用、功能混合等规划土地激励政策。出台危旧房

改建政策，危旧楼房成套化改造项目增加规模须符合建

筑规模管控要求，并由各区单独备案，增加规模除改善

居住条件外可用于建设共有产权住房或保障性租赁住

房。力争 2022 年开工 300 个、完工 100 个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试点项目累计

达 40 个。

责任单位：

区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委 城 市 更 新 专 班 郭 跃 庭

6983810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土地利用中心 金

玉芬 69829696

28.制定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梳理形成轨道交通、能源、水务、物流设施等领域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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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重大项目清单，提早报批实施具备条件的轨道交通

三期项目。围绕畅通重点功能区间交通联结、补齐城市

内部基础设施短板、老旧管网改造升级等领域谋划一批

新的重大项目。

责任单位：

区发展改革委 基础科 马滨 69843212

区交通局 行业管理科 王立坡 69823606

区城市管理委 能源运行科 谭士杰 69850174

区水务局 供水事务中心 杨博 69804023

区 水 务 局 污 水 处 理 与 再 生 水 利 用 张 振 兴

69804221

区商务局 商务规划发展科 梁艳 69844215

（二）持续激发民间投资

29.年内分两批向社会公开推介重点领域民间资本

参与项目，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首批项目推介、总投

资 1000 亿元以上。支持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合理扩大融

资规模，重点投向本市战略性产业和重大项目。

责任单位：

区发展改革委 投资科 张志阳 69849275

区国资委 企业改革科 刘敏 69847321

（三）提升投资项目落地效率

30.加强投资项目审批服务和要素保障，采取告知

承诺、容缺受理等方式，简化、加快办理重大投资项目

审批手续。优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程序，涉及耕地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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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林地绿地占用的，通过土地复垦、市级统筹等方

式予以保障。上半年完成第二批商品住宅用地集中供

应，下半年再完成两批供地，加大保障性住房项目促开

工、促建设力度。制定进一步统筹专项债券等项目筹划

储备工作方案，2022 年专项债 6 月底前发行完毕、8 月

底前基本使用到位，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动更多符

合条件的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项目发行上市。加强与政策性开发性银行对接，支持保

险资金在京运用，争取更多中长期限贷款及长期资金支

持本市重大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

区发展改革委 投资科 张志阳 6984927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储备中心 穆启佳

69829645

区园林绿化局 审批科 李晶 69844632

区生态环境局 审批科 杜亚坤 69843081

区水务局 工程科 孙丹丹 69852453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住保办 王海燕 69830210

区财政局 企业科 陈杰 69839232

31.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储备，结合“十四五”规划

年内完成重大投资项目征集储备，做熟前期工作、做实

要素保障，推动一批报建审批阶段重大项目提前开工建

设，形成“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滚动接

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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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区发展改革委 投资科 张志阳 69849275

五、加快恢复大宗消费和新型消费，更大力度挖掘

消费潜力

（一）大力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

32.对购置日期在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

间内且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超过 30 万元的 2.0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出台促进

二手车流通若干措施，完善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政策，

2022 年底前对报废或转出本市注册登记在本人名下 1

年以上的乘用车，在本市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能源乘用

新车，并在本市上牌的个人消费者给予不超过 1 万元/

台补贴，所需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分别负担 50%。

责任单位：

区商务局 现代流通管理科 杨楠 69826432

区税务局 货物和劳务税科 郭荣誉 69827929

区交通局 行业管理科 王立坡 69823606

区生态环境局 综合执法大队 谭海栋 69831872

区公安分局 交通支队安监中队 孙宝明 69866839

区科信局 产业和信息化科 张洁 69859850

区财政局 企业科 陈超琪 69844188

33.坚持“房住不炒”，保障刚性住房需求，满足

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推

动企业将存量商办用房转换为配套重点功能区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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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的人才租赁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依托智能化信息

采集系统，建立家装企业和家装人员“白名单”制度，

落实“散装散建”从业人员“一登三查”要求，安全有

序放开家庭装修施工，有效带动家装、家居和家电消费。

责任单位：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房屋市场科 李拥涛 69824551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住保办 王海燕 69830210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监督站 李兵 6984415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储备中心 穆启佳

69829645

区国资委 规划发展科 王春瑶 69847232

区商务局 商务规划发展科 梁艳 69844215

（二）积极培育数字新消费

34.制定实施促进数字消费能级提升工作方案，将

直播电商领域急需紧缺职业列入本市相关人力资源目

录，鼓励各区对符合条件的优质直播电商服务机构给予

租金补贴和资金奖励。推进办公和家用网络提速降费。

新征集一批绿色节能消费券参与企业，增加一批适用电

子类商品型号，延长政策实施周期，开展智能办公、智

能家居、移动智能终端等产品研发推广和优惠促销。

责任单位：

区科信局 产业和信息化科 张洁 69859850

区商务局 商务规划发展科 梁艳 69844215

区人力社保局 就业科 杨波 6986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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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局 企业科 陈超琪 69844188

（三）促进餐饮和文化体育娱乐消费回暖

35.推动餐饮企业恢复发展，联合外卖平台企业发

放餐饮消费券，对平台企业 2022 年 6 月减免的暂停堂

食餐饮商户相关费用予以补贴。对纳入全市生活服务业

发展项目和支持范围的餐饮企业，最高给予审定实际投

资额 50%的资金支持。鼓励各区结合实际对餐饮企业环

境定期核酸检测费用和日常防疫支出给予一定补贴。

责任单位：

区商务局 商务规划发展科 梁艳 69844215

区财政局 企业科 陈超琪 69844188

36.举办第十届惠民文化消费季，开展文化消费促

进行动。鼓励旅游平台企业、旅行社开发暑期青少年户

外体育、科普、文化等实践项目。打造 20 条“京郊之

夏”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推出 10 个“微度假”目的地。

支持精品民宿发展，各生态涵养区年内落地 1-2 个生态

文旅项目。

责任单位：

区文化和旅游局 宣传科 王良 69840218

区文化和旅 游局 公服科（ 消费季） 连春杨

69850642

区委宣传部 新闻宣传科 赵盈春 69833842

区体育局 法规科 邓玮 69850356

区财政局 教科文科 武倩楠 6986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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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商务局 商务规划发展科 梁艳 69844215

六、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牢牢兜住社会民生底

线

（一）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服务保障

37.今明两年本市国有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实现一

定比例增长，稳定本市所属机关事业单位招用高校毕业

生规模。挖掘一批基层养老服务、社会工作等就业岗位，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扩大科研助理岗位规模。支

持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报考社区工作者、生态涵养区乡

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技岗位。

责任单位：

区人力社保局 专技科 王森 69843949

区国资委 组织人事科 王倩 69843163

区科信局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吕金玲 69859850

中关村门 头沟园管委 产业促进 发展科 孙晨

60800007

区教委 财务审计科 祝子敬 69847091

区卫生健康委 人事科 胡晓静 60801933

区民政局 养老服务事务中心 安治刚 69843740

区民政局 社会建设工作科 祝迎涛 69844203

区财政局 社会保障科 张丽 69854670

38.用人单位招用毕业年度本市高校毕业生，符合

条件的给予社会保险补贴。招用毕业年度本市高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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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签订劳动合同并参加失业保险的，给予每人 1500

元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2 年底。

责任单位：

区人力社保局 劳服中心 谷秋芳 69831099

区财政局 社会保障科 张丽 69854670

区教委 财务审计科 祝子敬 69847091

39.年内新增 5 万名就业农村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

保险。深化跨区对接和配套服务保障，进一步挖掘城市

岗位资源，优先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强化农村公益性

岗位托底安置，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稳定就业。积

极促销农村时令果蔬。

责任单位：

区人力社保局 公服中心 刘玉梅 69826343

区人力社保局 劳服中心 聂昆 61807981

区农业农村局 社会事业发展科 梁自山 60863260

区商务局 现代流通管理科 杨楠 69826432

区园林绿化局 产业科 吕文正 69842644

区国资委 组织人事科 王倩 69843163

40.扩充社区工作力量，临时招用住宿餐饮、文体

娱乐、旅游会展、教育培训及零售等停工行业从业人员，

兼职参与社区疫情防控等工作，并给予适当补贴。发挥

共享用工平台作用，及时对接企业用工调剂需求，支持

平台企业为餐饮、文旅、会展等受疫情影响企业提供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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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工岗位，开展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

点。

责任单位：

区人力社保局 劳动关系科 张晶晶 69842565

区人力社保局 工伤科 晋楠 69821710

区民政局 社会建设工作科 祝迎涛 69844203

区科信局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吕金玲 69859850

区商务局 现代流通管理科 杨楠 69826432

区财政局 社会保障科 张丽 69854670

（二）提升城市安全运行水平

41.完成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巩固完善“区自为战”“校自为战”“企自

为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机制。持续加强公共

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加快集中隔离设施、方舱医院、核

酸检测设施、负压病房、发热门诊、急救站点、综合信

息平台等疫情防控基础设施建设储备。推进疫情防控和

重大活动应急场所、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平房区公厕改

造等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

区卫生健康委 应急办 任正艺 6080295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规划实施科 杨利

平 61807734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监督站 李兵 69844157

区发展改革委 社会科 陈雪松 6985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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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市管理委 市容事务部 张娜 60805766

区财政局 社会保障科 崔颖 69854670

42.做好米面油、蔬菜、肉蛋奶等生活物资保供稳

价工作，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在 3%左右。落实

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达到启

动条件时，及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合理上调 2022

年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责任单位：

区发展改革委 价管科 张平 69856514

区民政局 困难群众 救助服务指导中心 殷越

69849146

区财政局 企业科 陈杰 69839232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优抚科 安胜梅 69852514

区人力社保局 就业科 杨波 69861275

区商务局 现代流通管理科 杨楠 69826432

43.保障粮食、能源安全，及时发放实际种粮农民一次

性补贴，根据市场形势启动粮食收购，确保粮食、大豆、蔬

菜播种面积分别达到 100 万亩、4.2 万亩和 75 万亩以上。落

实地方政府成品油等能源资源储备任务。加快推动本市能源

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

区农业农村局 产业发展科 王艺淞 69834253

区农业农村局 农业行业管理科 李思伟 69866623

区城市管理委 能源运行科 谭士杰 6985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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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展改革委 产业发展科 安宁 69857084

区商务局 粮食物资管理科 王欢 69834424

区财政局 企业科 陈超琪 69844188

44.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扎实开展全市安

全生产大检查，严防交通、建筑、燃气等方面安全事故，

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责任单位：

区应急局 安全科林劲北 69843123

区公安分局 交通支队安监中队 孙宝明 69866839

区住房城乡 建设委 房屋安全 管理科 韩少伟

61801940

区城市管理委 能源运行科 谭士杰 69850174

区消防支队 防火监督二科 孟令伟 60803620

政策落实镇街联系表

序号 镇街 联系科室 联系电话

1 永定镇 办公室 69802264

2 龙泉镇 办公室 69844312

3 潭柘寺镇 办公室 60860628

4 军庄镇 办公室 60810724

5 妙峰山镇 办公室 61880017

6 王平镇 办公室 61859412

7 雁翅镇 办公室 6183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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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斋堂镇 办公室 69816919

9 清水镇 办公室 60855407

10 大峪街道 办公室 69842073

11 城子街道 办公室 69864484

12 东辛房街道 办公室 69842067

13 大台街道 办公室 61870460

注：《北京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

方案》2022 年 6 月 2 日发布施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国家有相关规定的，或具体措施明确执行期

限的，从其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