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阳区承办北京市2020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一季度完成情况表（共29项）
序号 任务来源 市级任务项目 市级责任部门 区级任务目标

区级责任
部门

一季度完成情况

1
市实事
第1项

新增幼儿园学位3万个，通过
新建、改建、扩建及鼓励引
导社会资本参与等方式，缓
解“入园难”问题。

主要责任单位：市教委
、各区政府

通过新接收教育配套、审批
民办园、支持其他机关企事
业单位等新开办或恢复办园
方式，新增学前学位8800个
。

区教委

1.新增9所幼儿园,可提供学位2910个，
目前1所完工，1所已完成基础建设，1
所已完成方案编制立项，其余6所正在
开展改造施工、设备采购等工作。 2.
其他各类资源新审批设立幼儿园及社区
办园点,可提供学位5890个，目前已有
13所幼儿园完成注册审批，其他幼儿园
正在审批中。

2
市实事
第2项

建成运营100家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建设100个农村邻里互
助养老服务点，提高运营质
量，为老年人就近提供短期
托管、助餐、助浴、助洁等
居家养老服务。

主要责任单位：市民政
局、各区政府

按照需求导向、合理布局、
织密网络原则，充分挖掘街
乡社区养老服务资源，建成
运营10个社区养老服务驿
站，就近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服务
点建设不涉及朝阳区任务）

区民政局

朝阳区继续加大养老设施建设，已完成
街乡需求和资源摸底工作，明确2020年
1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任务台账，
目前垡头街道、潘家园街道、常营乡、
来广营乡等相关街乡正在制定工作计划
。

3
市实事
第3项

在街道(乡镇)、社区(村)等
建设运营50个社会心理服务
站(中心)，组织100名心理服
务人员，为居民提供心理咨
询与辅导、心理疏导与干预
等专业服务。

主要责任单位：市民政
局
协办单位：各区政府

按照市级工作要求，建设3个
社会心理服务站，组织6名心
理服务人员，为辖区居民提
供心理咨询与辅导、心理疏
导与干预等专业服务。

区民政局

朝阳区已研究制定2020年在部分街乡社
区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平台建设工作方
案，动员街乡、社区（村）参照社会心
理平台建设标准和规范积极申报。

4
市实事
第4项

建成16个区级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1个市级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为市民提供法律咨询
、援助、调解等服务。开展
100场残疾人庭院式普法活
动，帮助残疾人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主要责任单位：1.建设
法律服务中心：市司法
局；2.开展残疾人普法
活动：市残联
协办单位：1.建设法律
服务中心：各区政府

朝阳区已于2018年建成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将持续为市
民提供法律咨询、援助、调
解等服务。（开展残疾人庭
院式普法活动不涉及朝阳区
任务）

区司法局
目前已制定2020年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任
务，为市民提供法律咨询、援助、调解
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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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实事
第5项

提升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覆盖率，实现每万名居
民拥有3名以上全科医生。

主要责任单位：市卫生
健康委
协办单位：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
政府

朝阳区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
约覆盖率达到94.5%。（全科
医生培养由市级部门统筹推
进）

区卫生健康
委

区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从“一般签约”服务逐步向“特色签
约”服务转变，稳定签约数量、巩固覆
盖面，截至一季度，朝阳区重点人群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人数931404人，覆
盖率达到91.23%。

6
市实事
第6项

通过新建、收购、改建等方
式，建设筹集各类政策性住
房4.5万套(间)，竣工9万套
(间)以上，更好地满足群众
住房需求。

主要责任单位：市住房
城乡建设委、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
区政府
协办单位：市发展改革
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生态环境局、市交
通委、市园林绿化局、
市文物局

通过新建、收购、改建等方
式，建设筹集各类政策性住
房4000套（间），竣工9000
套（间），加快集体土地租
赁住房建设。

区住房城乡
建设委

截至一季度，朝阳区共建设筹集各类政
策性住房999套、竣工6234套。

7
市实事
第7项

推动600个实施物业管理的住
宅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或其
他业主自治组织)。推广使用
“北京业主”APP，新增录入
小区1000个，为业主提供信
息查询、决策投票、物业评
价等服务。

主要责任单位：市住房
城乡建设委、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
区政府
协办单位：市民政局

1.推动完成100个住宅小区成
立业主委员会或其他业主自
治组织；2.根据街乡要求，
协调市住建委录入业主APP，
新增录入小区150个。

区房管局

截至一季度，区房管局已建立点位台
账，对街乡成立住宅小区业委会、物管
会提供了政策支持。同时，积极与市住
建委沟通，完成推动成立业主委员会和
推广使用“北京业主”APP具体方案，
开展全面摸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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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市实事
第8项

稳步推进老楼加装电梯工
作，全年开工400部以上、竣
工200部以上，进一步解决老
年人和行动不便人员上下楼
困难。对全市范围内3000部
住宅老旧电梯进行风险评估
预警。

主要责任单位：1.老楼
加装电梯：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各区政府；2.
老旧电梯风险评估：市
市场监管局
协办单位：1.老楼加装
电梯：市城市管理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
市场监管局、市民政局
、市园林绿化局；2.老
旧电梯风险评估：市住
房城乡建设委、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各区政府

稳步推进老楼加装电梯工
作，全年开工建设180部，完
成150部。

区住房城乡
建设委

朝阳区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截
至一季度，加装电梯项目已暂停施工，
要求各项目实施主体加强疫情防控力
度，做好人员排查统计等相关工作，部
分项目已开展复工前准备工作。

配合市市场监管局梳理住宅
老旧电梯评估点位，根据市
市场监管局反馈检查问题，
及时进行预警。

区市场监管
局

区市场监管局已梳理朝阳区需评估住宅
老旧电梯点位550部，并上报市市场监
管局，市级最终确定住宅老旧电梯点位
507台。

9
市实事
第9项

完成160个单位(小区)自备井
置换和老旧小区内部供水管
网改造，为30万群众提供安
全、优质的供水保障。完成
200公里污水管线建设，推动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村庄覆盖
率达到50%以上。

主要责任单位：市水务
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各区政府、
市自来水集团、市排水
集团
协办单位：市交通委、
市园林绿化局、市公安
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完成50个单位(小区)自备井
置换和老旧小区内部供水管
网改造，为5万群众提供安全
、优质的供水保障。（中心
城区污水管线建设由市排水
集团统筹建设）

区水务局

区水务局积极对接市水务局、市自来水
集团，对自备井置换和老旧小区内部供
水管网改造任务进行梳理，明确点位、
建立台账，疫情期间，积极协调市自来
水集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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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市实事
第10项

建设提升蔬菜零售、便利店
(社区超市)、早餐、家政服
务、理发、修鞋、快递、便
民维修等基本便民商业网点
共1000个，并优化网点布
局，让群众日常生活消费更
加方便。

主要责任单位：市商务
局、各区政府
协办单位：市规划自然
资源委、市市场监管局
、市城市管理委、市城
管执法局

建设提升110个便民商业网点
。

区商务局

截至一季度，朝阳区累计建设完成便民
商业网点43家，完成任务计划的39%。
同时,区商务局持续优化商业网点布
局，提高群众日常购物消费便利性。

11
市实事
第11项

试点开展公共建筑停车设施
有偿错时共享工作，利用人
防地下空间提供停车位5000
个，进一步缓解“停车难”
问题。

主要责任单位：1.开展
停车设施有偿错时共享
工作：市交通委、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各区政府；2.提供人
防空间车位：市人防办
协办单位：1.开展停车
设施有偿错时共享工
作：市财政局、市住房
城乡建设委、市市场监
管局、市人防办；2.提
供人防空间车位：各区
政府

按照市区年度重点绩效任务
和工作预案利用人防地下空
间，完成1500个停车位任务
目标。

区人民防空
办

截至一季度，已启用天达路2号院、来
广营西路2号院人防车库，累计利用人
防地下空间提供停车位467个。

推进我区公共建筑停车设施
有偿措施共享，扩大支路以
下道路停车自治管理覆盖范
围。

区交通委
截至一季度，区交通委对各街道公共停
车场等情况进行摸底，根据各街道上报
意向点位，完成方案制定工作。

12
市实事
第12项

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现劳
动就业、纳税服务等领域
1000项事项移动端办理。在
街道(乡镇)政务服务中心实
行工作日中午不休息和周六
服务制度，方便群众办事。

主要责任单位：市政务
服务局
协办单位：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
府

推进政务服务延时服务机
制，在街乡政务服务中心推
行午间延时，早晚弹性办理;
涉及居民个人的高频事项可
在周六办理，实现“中午不
间断、周末不打烊、早晚弹
性办”。

区政务服务
局

区政务服务局认真学习落实《北京市
2020年政务服务超越行动计划》要求，
召开疫情期间朝阳区政务服务工作会，
对相关工作进行部署，调研走访街乡政
务服务中心，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中心延
时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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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市实事
第13项

创建300个楼门院治理示范
点，引导提升社区共建共治
共享水平。

主要责任单位：市民政
局
协办单位：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
政府

打造75个楼门院治理示范点
。

区民政局
区民政局已研究制定2020年楼门院治理
示范点建设标准，确定楼门治理示范点
点位。

14
市实事
第14项

打造“网上12345”，开通社
情民意直通车，建设以“北
京12345”微信公众号、小程
序及“北京通”APP为支撑的
网上受理平台，方便市民通
过互联网渠道反映诉求、提
出意见建议、查询办理进度
等。

主要责任单位：市政务
服务局
协办单位：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各区政
府

实现与市“网上12345”平台
对接，及时受理“网上
12345”诉求。

区城管监督
中心

截至一季度，区城管监督中心已完成市
12345微信公众号诉求的受理工作，累
计受理5126件，均已办结。

15
市实事
第15项

加快城市慢行系统建设，整
治378公里自行车道，完成
100万平方米城市道路大修工
程。

主要责任单位：1.自行
车道整治：市交通委，
东城区、西城区、朝阳
区、海淀区、丰台区、
石景山区、通州区政
府；2.城市道路大修：
市交通委
协办单位：市城市管理
委、市园林绿化局、市
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整治81公里自行车道。（城
市道路大修工程不涉及朝阳
区任务）

区交通委
截至一季度，区交通委已完成慢行系统
治理实施方案制定，已确定招标代理机
构，正在开展设计招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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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市实事
第16项

实现广渠路东延、林萃路、
化工路等3条城市主干路工程
完工，在城六区和通州区完
成24条城市次干路、支路建
设，推动宋梁路北延工程完
工，提升市民出行便利性。

主要责任单位：1.广渠
路东延、林萃路、化工
路、宋梁路北延工程：
市交通委；2.城市次干
路、支路建设：东城区
、西城区、朝阳区、海
淀区、丰台区、石景山
区、通州区政府
协办单位：1.广渠路东
延、林萃路、化工路、
宋梁路北延工程：市住
房城乡建设委，朝阳区
、海淀区、通州区、顺
义区、昌平区政府；2.
城市次干路、支路建
设：市交通委

建设完成5条次支路建设，配
合市级部门完成林萃路、化
工路、来广营北路涉及朝阳
区各项工作任务。

区交通委

截至一季度，区交通委已梳理顺白路、
郎辛庄北路等5条次支路建设时序，配
合市级部门开展化工路等3条城市主干
路涉及朝阳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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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市实事
第17项

实施20项市级疏堵工程，优
化100处重点交通节点、拥堵
点段信号灯配时，新建10条
信号灯绿波带，提高路网通
行效率。通过施划标志标识
标线、新增非现场执法设备
等手段，重点整治学校、医
院周边交通环境。

主要责任单位：1.市级
疏堵工程：市交通委；
2.优化配时、新建绿波
带：市公安局公安交通
管理局；3.整治学校周
边交通环境：市教委；
4.整治医院周边交通环
境：市卫生健康委
协办单位：1.市级疏堵
工程：市公安局公安交
通管理局、市园林绿化
局；2.优化配时、新建
绿波带：市交通委；3.
整治学校周边交通环
境：市交通委、市公安
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市
城管执法局、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
区政府；4.整治医院周
边交通环境：市交通委
、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
理局、市城管执法局，
东城区、西城区、朝阳
区、海淀区、丰台区、
石景山区政府

推进22所学校医院周边交通
综合治理。（市级疏堵工程
实施、优化信号灯配时、新
建信号灯绿波带不涉及朝阳
区任务）

区交通委
截至一季度，已完成朝阳区22所学校医
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工程立项工作，并
委托招标代理开展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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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市实事
第19项

开展无灯道路排查，完成80
条无灯道路路灯建设，方便
群众夜晚出行。

主要责任单位：市城市
管理委、各区政府
协办单位：市规划自然
资源委、市交通委、市
水务局、市园林绿化局
、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
理局

完成市级下达朝阳区13条无
灯道路路灯建设任务。

区城管委
截至一季度，已完成招标程序，做好疫
情期间开工进场准备工作。

19
市实事
第20项

实施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
工程，在城六区和通州区打
造200条示范背街小巷，改善
群众身边环境。

主要责任单位：市城市
管理委，东城区、西城
区、朝阳区、海淀区、
丰台区、石景山区、通
州区政府
协办单位：市规划自然
资源委、市政务服务局
、市交通委、市园林绿
化局、市文物局、市城
管执法局、市公安局公
安交通管理局

完成30条背街小巷环境精细
化整治提升工作。

区城管委

截至一季度，区城管委已拟定背街小巷
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工作方案，并组织
相关街乡启动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
提升工作。

20
市实事
第21项

完成600个村人居环境整治，
加强公厕户厕建设与管护、
村庄绿化美化、危房改造等
工作，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

主要责任单位：市农业
农村局
协办单位：市规划自然
资源委、市城市管理委
、市卫生健康委、市园
林绿化局、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朝阳区、海淀
区、丰台区、门头沟区
、房山区、通州区、顺
义区、昌平区、大兴区
、平谷区、怀柔区、密
云区、延庆区政府

完成30个村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加强公厕户厕建设与管
护，持续推进10个美丽乡村
建设。

区农业农村
局

区农业农村局积极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等
工作。1.开展30个村人居环境整治项
目，制定“一村一策”方案，加大对各
乡、村周边环境的检查力度；2.持续推
进第二批10个美丽乡村建设，截至一季
度，方家村、小郊亭村、奶东村、万子
营东村、万子营西村、小鲁店村和大鲁
店三村7个村庄已全面开工。金盏西村
、黎各庄村、老君堂村3个村正在履行
评估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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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市实事
第22项

通过腾退还绿、规划建绿、
见缝插绿等方式，新建10处
城市休闲公园，扩大城市绿
色生态空间，为市民提供更
多户外休闲场所。

主要责任单位：市园林
绿化局
协办单位：朝阳区、海
淀区、丰台区、石景山
区、通州区、顺义区政
府

完成2处城市休闲公园建设。
区园林绿化

局

截至一季度，朝阳区北花园公园、朝阳
区汇星苑城市森林2处城市休闲公园已
完成立项，结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推
进项目开复工工作。

22
市实事
第23项

创建20个全民健身示范街道
和体育特色乡镇，建设300处
足球、篮球、羽毛球等多功
能运动场地，建设30公里社
区健走步道，为群众就近运
动健身提供便利条件。

主要责任单位：市体育
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各区政府
协办单位：市规划自然
资源委、市水务局、市
园林绿化局

1.建设24片球类多功能场
地；2.按照市体育局关于创
建全民健身示范街道和体育
特色乡镇的标准的要求，积
极创建2个全民健身示范街道
和2个体育特色乡镇。（社区
健走步道建设不涉及朝阳区
任务）

区体育局

区体育局积极推进群众体育发展相关工
作，为群众就近运动健身提供便利条件
。1.在八里庄等4个街乡确定24片网球
场场地建设点位，并制定完成《2020年
朝阳区室外网球场地建设方案》；2.学
习传达《北京市体育局关于做好2020年
北京市全民健身示范街道、体育特色乡
镇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2020年创建
标准和要求，向垡头、六里屯、十八里
店、来广营4个街乡部署创建工作具体
任务。

23
市实事
第24项

重点提升100个街道(乡镇)社
区活动中心服务品质，更好
满足市民多样化文体活动需
求。

主要责任单位：市民政
局、市文化和旅游局
协办单位：市体育局，
东城区、西城区、朝阳
区、海淀区、丰台区、
石景山区政府

按照市文旅局的统一安排，
我区全年需完成33家街乡社
区活动中心服务品质提升工
作。

区文化和旅
游局

区文化和旅游局已梳理全区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情况，查找存在问题,明确今年
工作重点及计划。

24
市实事
第25项

举办“舞动北京”群众舞蹈
大赛、“歌唱北京”群众性
歌唱活动、“戏聚北京”群
众戏剧戏曲票友大赛等首都
市民系列文化活动2万场，丰
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主要责任单位：市文化
和旅游局
协办单位：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
政府

按照市文旅局的统一安排，
我区全年需完成首都市民系
列文化活动1600场。

区文化和旅
游局

疫情期间，区文化和旅游局严格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已暂停线下举办系列文化
活动，下一步将按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积极筹备线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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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市实事
第27项

持续加大食品药品安全抽检
监测力度，实现对食品、食
用农产品、常用药品、医疗
器械和化妆品等38大类与群
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
抽检监测全覆盖，保障全市
食品药品安全。

主要责任单位：1.食品
抽检监测：市市场监管
局；2.药品抽检监测：
市药监局
协办单位：1.食品抽检
监测：市农业农村局、
市卫生健康委、市园林
绿化局、市粮食和储备
局、北京海关、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各区政府

抽检合格率达到北京市平均
水平；完成市市场监管局部
署的区级抽检任务。

区市场监管
局

为确保2020年食品监督抽检工作顺利开
展，按照市市场监管局工作要求，区市
场监管局已制定我区2020年食品安全监
测计划，并拟定招标文件。

26
市实事
第28项

深入推进阳光餐饮工程，全
面提升2000家餐饮企业的环
境卫生、就餐服务等水平，
着力满足市民餐饮安全需要
。

主要责任单位：市市场
监管局
协办单位：市商务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各区政府

深入推进“阳光餐饮”工
程，全面提升260家餐饮企业
环境卫生、就餐服务水平，
着力满足市民餐饮安全需要
。

区市场监管
局

区市场监管局已与市级部门沟通确定品
质餐饮提升任务目标、工作流程及完成
时限，并初步制定深入推进“阳光餐饮
”工程提升餐饮业品质工作的实施方案
。

27
市实事
第29项

进一步提升院前急救服务能
力，在全市优化调整急救工
作站30个，确保呼叫满足率
达到95%以上。

主要责任单位：市卫生
健康委
协办单位：市红十字会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各区政府

进一步提升院前急救服务能
力，在全区优化调整急救工
作站3个，提升呼叫满足率。

区卫生健康
委

区卫生健康委已确定优化调整点位，梳
理垂杨柳、来广营、奥运村急救工作站
相关情况。

第 10 页，共 11 页



序号 任务来源 市级任务项目 市级责任部门 区级任务目标
区级责任
部门

一季度完成情况

28
市实事
第30项

在消防力量薄弱和灾害事故
多发地区，建设小型消防站
28座，全年开展消防安全知
识培训不少于100万人次。

主要责任单位：市消防
救援总队
协办单位：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各区
政府

1.建设小型消防站6座；2.推
进为60岁以上老年人家庭安
装独立式烟感报警装置10万
个；3.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
训不少于20万人次。

消防救援支
队

1.朝阳消防救援支队已与各街乡就小型
消防站用地及建设规模进行确认，并与
市规自委朝阳分局对接用地性质；2.已
以区防火委名义向各街乡下发《做好
2020年度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装置
安装工作的通知》，各街乡按照任务分
工正在开展安装点位信息采集工作，消
防救援支队同步开展招标前期准备及审
计工作；3.疫情期间，消防救援支队开
展线上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录制线上“
开学第一课”，并纳入中小学网课公益
安全课堂。录制“大队长带您学消防”
系列教程，做好指导复工复产企业消防
安全工作，截至一季度，已培训6万人
次。

29
市实事
第32项

全面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行
动方案；依托社区(村)现有
服务资源，为残疾人就近提
供康复、就业、日间照料等
助残服务；为2.5万名残疾人
提供居家康复培训；为有需
要的残疾军人配置康复辅助
器具。

主要责任单位：1.落实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动方
案：市残联；2.提供助
残服务、居家康复培
训：市残联；3.为残疾
军人配置康复辅助器
具：市退役军人局
协办单位：1.落实无障
碍环境建设行动方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
交通委、市卫生健康委
、市教委、市民政局、
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政务服务局、
市城管执法局、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各区政府

全面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为残疾人就近提供助残服
务、居家康复培训、配置康
复辅助器具不涉及朝阳区任
务）

区残联

区残联认真学习落实《关于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期间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的
通知》，建立工作台账，并召开工作例
会，推进无障碍环境专项行动相关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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