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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60%外资金融机构、近 70%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80%外资新闻机构代
表处、近100%外国使馆（除俄罗斯、卢森
堡）落户在朝阳区，全区外资企业约
10400 家 ，占 全 市 外 资 企 业 总 量 约
50%。丰富的国际资源让朝阳区已经
成为国际资本集聚的枢纽节点之一，
也是首都对外开放的闪亮名片。“我们
将充分发挥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数字贸易
试验区“三区”叠加的优势。”朝阳区
副区长朱 晟 在 发 布 会 上 透 露 ，“ 十
四 五 ”时 期 ，朝 阳 组 团 将 聚 焦 便 利
化 制 度 创 新 体系建设，构筑首都高
水平开放的样板平台。

作为服务业首批开放试验区，朝阳
区的205项试点任务基本上已经全面完
成，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也在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探索中极大地
促进了区域经济。统计数据显示，去年
该区服务业占比超 93%，比全市水平
高出约 9%。近三年，朝阳区在北京市
优化营商环境排名中连续位列第一。
在去年的国际商务区排名中，北京CBD
排名高达世界第七、亚洲第二。

朝阳区正在吸引更多的国际优质
企业安家落户。六家世界十大咨询公
司，四十家百强品牌的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西门子、爱立信等二百余家世
界顶级研发机构落户朝阳，在全市
范围内积聚了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
跨国金融资本。

朱晟表示，“十四五”时期，朝阳区
将打造引领制度型开放的样板区、融
通全球的高端要素聚集区、国际金融
的开放前沿区、数字贸易新场景示范
区和服务贸易模式创新试验区。朱晟
介绍：“两区”建设是“十四五”时期朝
阳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期间，将进
一步推动要素流动自由化便利化，提
升金融领域开放创新能级，构建数字
贸易创新发展环境，推动服务贸易更
高质量发展，对标更高标准优化营商
环境。该区将在“产业开放+园区开
放”上形成发展示范。以CBD、金盏国
际合作服务区、中关村朝阳园为抓手，
重新梳理对企业的服务标准，建立更
完善的贸易促进体系，与国际接轨，积
极探索“互联网+”的监管模式，打造国
际金融开放前沿区。

本市“两区”建设累计新增项目800余个
通州、顺义、朝阳三组团亮点纷呈，标志性项目加速落地

本报记者 陈施君 实习记者 陈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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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稳步推进以来，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头部企业落户北京，累计新增
项目800多个，其中外资项目约占1/5。昨天，北京市召开“两区”建设国际商务服务领域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市“两区”建设最新进展情况。北
京市商务局、朝阳区、顺义区、通州区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答记者问。

北京市“两区”办专职副主任、北京
市商务局党组成员、新闻发言人刘梅英
介绍，截至目前，“两区”方案 251项任务
清单中，累计完成任务已有近90项，完成
率超过 1/3。其中，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技术转让企业所得税优惠、公
司型创投企业所得税优惠两项税收政策
已在北京落地实施，私募股权基金份额转
让政策在京率先破冰，知识产权保险试点
取得积极进展。一系列政策的突破为“两
区”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两区建设”推动以来，一批标志性
项目加速落地，政策效应逐步显现。继
全市首个数字人民币测试应用场景落地
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后，数字人民币北
京冬奥试点应用在地铁大兴机场线启
动。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头部企业落户北
京，开创了多个“首”字，比如全球顶尖的
创新药研发企业赛诺根（中国）有限公司
落户北京CBD国贸中心，成为北京自贸
试验区设立后首家落户的跨国公司亚太
区总部；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为
本市辖区首家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
格的外商全资银行；大和证券正式落地金
融街，成为全市首家新设外资控股券商；
欧洲第一大资产管理公司东方汇理发起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锋裕汇理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也已正式落地；此外，朴道征
信获批个人征信业务许可，弥补了本市尚
无持牌市场化个人征信机构的空白。

刘梅英介绍，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
工作部署，市商务局结合商务领域扩大
开放和制度创新需求，制定并印发了全
市商务领域“两区”建设工作方案。在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方面，将推进消费
市场要素聚集度、国际时尚度、政策开放
度等进一步提升，最终消费率和消费贡
献率保持在 60%以上。打造 1—2个国际
商圈，试点培育 1—2个新消费品牌孵化

聚集地，打造若干国际文化和旅游消费
目的地。在构建开放平台方面，形成“1+
2+3”格局，“1”是打造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服贸会，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和
品牌化水平不断提升；“2”是以“双枢纽”
机场为依托，做强口岸功能平台；“3”是
以三大综保区为承载，构建支撑产业双
向发展的开放平台。在提升开放能级方
面，货物进出口实现“位次不减、结构优
化”，“双自主”企业出口占比每年增长 1
个百分点；服务进出口实现持平增长。
在拓展开放网络方面，境外服务中心达到
50家，国家级国际营销公共服务平台新增
1—2家。在优化开放环境方面，通关便利
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投
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发布会上，刘梅英宣布，中国（北京）
自由贸易试验区 Logo（形象标志）正式
启用。从整体轮廓看，Logo构建了天坛祈
年殿的象形，作为显著的北京地方性标识
元素。同时，具有三层象征意义：一是采
用摩比斯环设计，内外两面“双循环”互
动，畅通流动，寓意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二是运用摩比斯环围合的三
个区域，代表北京自贸试验区的三个片
区。三是三个色系象征北京自贸试验区
三个特征，橙黄色代表热情、开放的服务
业，绿色代表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蓝色
代表科技创新蓝海。三个色系相互衔接，
在天坛祈年殿攒尖顶的宝顶处汇聚一点，
寓意互为支撑，联动发展、融合发展。

“两区”任务清单完成近90项
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Logo亮相

市全 通州区 力争成为公募REITs先行先试区域

建设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研究探
索绿色发展先进模式、推动金融领域
创新实践、建设国际一流设计小镇、推
动设计小镇创新实践、打造高端服务
业集群、构建创新型综合保障体系、建
立京津冀协同示范……通州区以《中国
（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为指
导，积极推进八方面重点创新举措。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通州区“两区”办
主任、副区长苏国斌介绍，通州区立足
北京城市副中心功能定位和产业布
局，积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营造更
加国际化、更具包容度的发展环境。

据介绍，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
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通州组团，包
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和张家湾设
计小镇周边可利用的产业空间 10.87
平方公里。围绕运河商务区、张家湾
设计小镇两大发展区域，辐射带动文
化旅游区等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
合示范区重点区域，聚焦财富管理、
绿色金融、金融科技、城市科技、文化
设计、专业服务等重点领域，为推动
首都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格局作
出通州贡献。

围绕运河商务区“金融+总部”产
业定位，通州区致力于打造“国际金
融港”品牌。苏国斌介绍，通州区将
继续探索支持开展跨境金融服务、研
究探索跨境投资和理财新机制，“争取
将通州组团作为公募REITs的先行先
试区域。”目前，通州区依托北京绿色
交易所，正在积极推进设立全国核证
自愿减排量交易中心，研究探索依法
合规开展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绿色
债券、绿色股权投融资等业务。同
时，为鼓励各金融机构创新发展，北
京城市副中心积极争取设立金融风
险监测预警与监管创新联合实验室，

构建京津冀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平台，
建设金融科技创新平台。

围绕张家湾设计小镇“设计+城
市科技产业”主导方向，通州区深入
推动创新实践，打造“国际设计小镇”
品牌。为促进文化创意发展，引导境
内外机构以联合体方式参与项目建
设。《方案》以创意设计、数字内容、原
创动漫、版权运营等领域为着力点，打
造国际设计产品展示体验和交流贸易
中心，建立青年设计师创业孵化基
地。同时支持建筑设计、规划设计、城
市科技等领域具有实力的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
此外，围绕辐射带动通州文化旅游

区产业发展，通州区积极争取国际性文
娱演出活动、艺术品交易活动落地，允
许由中方控股的外商投资文艺表演团
体，探索优化营业性演出许可审批。

围绕国际商务服务片区建设目
标，通州区将构建创新型综合保障体
系。为专业服务机构注册、专项人才
引入提供政策保障。

作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
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从推进深化产
业协同发展、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强
化资源要素融合发展、创新金融服务
协同发展等方面推动“两区”建设。“围
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将结合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的目标，重点
从产业链协同布局、区域市场开放统
一、政务事项同事同标、资源要素高
效流通等领域率先发力。”苏国斌表
示，将发挥自贸试验区和服务业扩大
开放示范区的综合优势，努力把北京
城市副中心打造成为全球财富管理
中心、绿色金融示范先行区、首都对
外开放新样板、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
济开放新高地。

顺义区副区长李向英介绍，按照市委
市政府工作部署，顺义区将“两区”建设作
为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和重
要抓手，举全区之力加快推进落实。围绕
首都国际机场周边规划布局，北京自贸试
验区顺义组团包括天竺综合保税区、临空
经济示范区、中德国际合作产业园、新国展
等功能区，地域面积28.5平方公里，居全市
各组团之首，具有空港特色突出、高端产业
集聚、港产城融合发展的区域特点。

“我们从‘产业+园区’两个维度明确
了‘3+7+N’的工作思路。”李向英介绍，顺
义区发挥天竺综合保税区、首都机场临空
经济示范区、中德国际合作产业园三大园
区的主体作用，重点围绕航空服务、跨境
金融、文化贸易、商务会展、数字贸易、医
疗健康、国际寄递物流七大产业创新发展，
带动全区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等多个领
域推进服务业开放。

李向英介绍，顺义区提出五大方面重
点任务。一是更高水平推进三大园区开
放。以天竺综合保税区为主阵地，突出保
税功能优势，打造成为具有服务贸易特色
的综合保税区。以临空经济示范区为主
战场，助力首都机场打造世界级国际航空

枢纽，航空服务业集群建设成为全国标
杆。以中欧投资协定为契机，推出中德产
业园双向投资升级行动，打造中德经济技
术合作先行示范区。二是更大力度推进七
大产业开放。优化发展航空服务，完善空
港口岸功能和航空服务全产业链；探索发
展跨境金融，推进离岸金融和融资租赁；
鼓励发展文化贸易，推进国际艺术品交易
和海外文物回流；大力发展商务会展，加快
新国展二三期建设，打造功能完善的组团
式会展综合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促进
跨境电商、文化版权交易等跨境数据流
动有序开放；着力发展医疗健康，打造全
国领先的国际高端医疗服务新模式；完
善发展国际寄递物流，加快空港型国际
物流枢纽建设。三是更加持续发力科技
创新和高端制造。加强与“三城”对接互
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四是更高层
次推进关键要素开放。推进资金跨境流动
便利，提供国际人才工作生活便利，规范
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探索土地统筹高
效利用模式。五是更高标准优化营商环
境。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强化知
识产权运用保护，推行审慎监管与服务保
障机制，健全开放型经济风险防范体系。

顺义区 3+7+N推进三大园区七大产业开放 205项试点任务基本完成朝阳区

围绕运河商务区围绕运河商务区““金融金融++总部总部””产业定位产业定位，，通州区致力于打造通州区致力于打造““国际金融港国际金融港””品牌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