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阳区2019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表
序号 项目任务 牵头单位 完成时限 完成情况

1
新建、改扩建9所幼儿园、5所中小学，增加学位近1.3
万个，着力满足入学需求。

区教委 11月底前

    全年共增加学位1.3万个，其中，新建9所幼儿园，增加学位3060余个；通过挖潜各

类资源，高校、事业单位恢复办园、动员鼓励社会力量办园等方式，增加学位5040余
个；改扩建5所中小学，增加学位4800余个。

2
新增2所高校合作办学学校，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覆盖
面达到98%，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基础教育。

区教委 11月底前

    新增首都师范大学朝阳小学、清华附中管庄学校2所高校合作办学学校；完善学校
教育资源调整实施方案,进一步实现优质资源扩充，全区义务教育中小学共273所，优质
资源学校268所，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达到98.17%，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基础
教育。 

3
实现街乡养老照料中心、高龄老人“一键呼”服务全
覆盖，建成2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区民政局 11月底前

    不断扩大养老服务设施供给，在呼家楼街道、将台地区等9个街乡建设养老照料中
心，为9983户有需求的高龄老人安装“一键呼”服务项目，实现了43个街乡养老照料中
心、高龄老人“一键呼”服务全覆盖，建成华严北里西社区、大羊坊社区等23家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

4
持续开展医疗“四进”服务，推进国家医养结合试点
区建设；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垂杨柳医院改扩建项目
、朝阳区妇幼保健院北院区具备使用条件。

区卫生健康委 12月底前

    持续开展医疗“四进”服务，多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失能、高龄老年人提供上门

巡诊、家庭病床、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累计为失能高龄老人提供助医服务3800余人
次，建立家庭病床90余张。垂杨柳医院改扩建项目、朝阳区妇幼保健院北院区正在开展
竣工验收，具备使用条件。

5
推行“一窗”综合受理模式，开展区域通办工作，推
进政务门户网站改版升级，以群众、企业办好“一件
事”为标准，有针对性打造一批政务服务产品。

区政务服务局 11月底前

    扎实做好大厅建设工作，制定了朝阳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关于区级政务服务中心规
范化、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意见》，部门专业大厅已从22个合并至15个，区级政务服务中
心实现90%以上政务服务事项一门进驻、一窗受理。围绕“办好一件事”主题，梳理50
个主题事项，开设“朝好办”窗口，让办事群众少跑腿。

6
建设筹集各类政策性住房8000套，实现棚户改造5030
户。

区住房城乡建
设委

12月底前
    建设筹集各类政策性住房19411套，其中通过新建、改建、趸租等方式筹集租赁住
房10082套；政策性产权住房9329套；棚户区改造共完成征收（拆迁）5127户。

7
继续推进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全年开工650部以
上，完成300部以上；对全区范围内住宅老旧电梯进行
风险评估，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进行挂账督办。

区住房城乡建
设委

区市场监管局
11月底前

    继续推进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全年开工762部，完成306部；协助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开展2019年老旧电梯风险评估工作，发放2018年高风险电梯安全评估报告621份
。

8
完成40个单位（小区）自备井置换和老旧小区内部供
水管网改造，为4万居民和部分企业单位提供更加安全
、优质的供水保障。

区水务局 11月底前
    已完成171个单位（小区）自备井置换和老旧小区内部供水管网改造，其中自备井
置换93个单位（小区），内部供水管网改造78个小区，为24.7万居民和部分企业单位提
供更加安全、优质的供水保障。

9
建成42个全要素小区、249个全景楼院，完成20个老旧

小区物业管理转型升级。

区民政局

区房管局
11月底前

    聚焦空间、环境、人文、管理、服务、参与等“六大要素”，制定了全要素小区建
设评估标准，出台全要素小区建设导则，建成42个全要素小区；将楼栋、楼院作为社区
治理的基础单元，制定全景楼院建设评估标准，通过“三建一育”“三清一整”“三查
一消”三大计划，精心打造257个全景楼院，360度全景体现楼院人文内涵、安全管理和

特色风貌；完成大羊坊2号院等20个老旧小区物业转型升级。

10
建设提升各类基本便民服务网点105个，推进便利店搭
载零售图书、音像制品及报刊等业务，进一步优化网
点布局，扩大便民服务覆盖面。

区商务局
区委宣传部

11月底前
    已建设提升各类基本便民服务网点118个，积极推进便利店搭载零售图书、音像制
品及报刊等业务，已累计为28家便利店办理出版物零售审批。



序号 项目任务 牵头单位 完成时限 完成情况

11

以众享生活圈为牵引，打造“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升

级版，建设50个社区之家，让居民共享公共服务资源
。

区民政局 11月底前

    以众享生活圈为牵引，深化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修订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标
准，充分运用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创新社区服务形式，提升为民服务便利性，全区累
计建成249个市级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实现城乡社区全覆盖；建设50个市级“社区之家
”示范点，有效推动驻区社会单位开放内部服务设施，实现“资源共建、社区共治、成
果共享”。

12
建成速滑馆南路等20条主次支路，完成秋实东街、光
华路等45万平方米城市道路维修工程，开展130公里自
行车道治理。

区交通委 11月底前
    已建成速滑馆南路、望京东路、东坝中街等20条主次支路，完成秋实东街、光华路
等61.2万平方米城市道路维修工程，完成光华路、金桐东路等77条道路、150公里自行
车道治理工程。

13
实施5项交通疏堵工程，开展CBD、望京等地区交通综
合整治。

区交通委
朝阳交通支队

12月底前
    已完成朝园东路、屏翠西路、水牛房路、立水桥东路、石门东路5项交通疏堵工
程，完成CBD西北区交通综合整治，CBD和望京区域交通综合整治方案正在按要求进一步
深化研究中，青年路区域交通综合整治方案已基本完成，正在进一步完善中。

14
继续推进立体停车设施建设，建成5处立体停车设施，
多种方式扩充停车位8000个，其中利用地下人防空间

提供停车位3000个。

区交通委
朝阳交通支队

区人民防空办

11月底前
   已完成普天实业创新园、金泰大厦、雪花冰箱厂、工大桥南侧、窑洼湖公园北侧5处
立体停车设施建设。多种方式扩充停车位11585个，其中利用地下人防空间提供停车位

5360个，其他方式新增停车泊位数6225个。

15
完成20条无灯道路路灯建设，加强路灯维护和长效管

理，进一步解决群众夜晚出行照明问题。
区城管委 11月底前    已完成甜水园东街等20条无灯道路路灯建设，加强路灯维护和长效管理。

16
完成背街小巷整治提升三年行动任务，创建推出一批
文明街巷。

区城管委
区文明办

11月底前

    完成背街小巷整治提升三年行动任务，已完成330条（含27条位于疏解腾退区域背

街小巷，仅加强常态管理）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向首都文明办推荐表现突出、特色
鲜明的文明街巷和文明商户各20个。在“文明朝阳”微博、微信推出“社会治理、美丽
朝阳我的家”专题文章，加强对文明朝阳、美丽朝阳的集中宣传。

17
完成首批美丽乡村主体建设，整治34个村的人居环
境，并广泛开展“文明村”“文明家庭”创建活动。

区农业农村局
区文明办

11月底前

    首批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开展47个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出台《朝
阳区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拆除私搭乱建点位2059处，106153.57平

方米。制定了《朝阳区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方案》《2020年朝阳区深
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重点任务分解》。将“文明村”“文明家庭”创建活动
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重点任务， 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引导广
大农村地区群众留住美丽乡愁，涵养文明乡风，提升文明素养。

18
新增改造绿化面积700公顷，高标准建成温榆河公园一
期起步区，建设25个大中小微型公园，完成15条重点
道路绿化提升，提高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区园林绿化局
温榆河管委会

11月底前

    新增改造绿化面积767公顷，完成温榆河公园一期起步区园林景观、湿地净化、园

内道桥、配套建筑等主体工程建设，建设25个大中小微型公园，中型、大型公园已完成
绿化主体种植工作，小微公园一期、二期项目主体已完工，完成金榆路、南湖北路等15
条重点道路的绿化改造提升，提高了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19
持续推进“厕所革命”，改造提升200座公厕品质，完
成全部旱厕改造任务；改造升级重点景区9座旅游厕所
。

区城管委
区文化和旅游

局
11月底前

    已改造提升200座公厕品质，完成朝阳公园、北京欢乐谷、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等旅游景区9座旅游厕所升级改造任务。

20
建成农村地区16座垃圾中转站，开展环卫作业“一把
扫帚扫到底”试点，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区城管委
区环卫中心

11月底前

    建成农村地区16座垃圾中转站，在三里屯、麦子店等八个街道开展“一把扫帚扫到
底”试点，试点道路统一采用市政道路保洁标准，用专业队伍、专业设备提高道路洁净
度；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做好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及处理环节有效衔接，提高

运行管理水平，组织开展宣传培训120场次，约2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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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完成77条小微水体治理，实现全域消除黑臭水体；加
快实施坝河景观廊道工程，全面建成亮马河国际风情
水岸。

区水务局 11月底前
    已完成77条小微水体治理，全域实现了消除黑臭水体；已完成坝河景观廊道方案编
制，正在进一步完善细化中；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

22
全面推行“街巷长”制，用好“朝阳群众管城市”监
督平台，实现“全民小巷管家”管城市。

区城管委 6月底前

    依托“朝阳群众管城市”监督平台，在全区范围内长效推进街巷长、小巷管家相关
工作，截至目前，“朝阳群众管城市”平台已实名注册街巷长1663名，小巷管家
8362名，解决暴露垃圾、堆物堆料、共享单车乱停放等曝光问题3.1万余件，实现了“
全民小巷管家”管城市。

23
建设一批示范性文化设施，扶持一批基层文艺团队，
培育一批特色精品活动，组织一批惠民公益性演出，
发放一批免费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

区文化和旅游
局

区文创办
11月底前

    已建设潘家园图书馆等19个示范性文化设施；扶持东风美好艺术团舞韵舞蹈队等10
支基层文艺团队；打造三里屯文化艺术节等18个特色精品活动；全年共开展274场公益
演出活动；向市民发放中华绝技秀演出活动的免费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共计30万元。

24

扶持不少于15家实体书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等阅读

服务，更新文献资源不少于20万册，开展各类型全民
阅读活动不少于300场。

区文化和旅游
局

11月底前

    2019年朝阳区53家实体书店获得资金扶持，在全市占比超过22%。目前，“三联韬
奋书店”“24H智慧书店”2家书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等阅读服务；已更新文献资源22.3
万余册，保障朝阳区公共阅读服务体系运行需要，同时丰富地方文献资源。此外，通过
升级金台书院，打造集讲座、实践、展览于一体的新型运转方式，统筹利用社会资源，
联动体系内外社会组织，开展活动667场。

25
推进体育设施进公园、冰雪运动进校园，在社区、公
园等场所建设15公里健走步道，进一步满足群众体育
健身需求。

区体育局 11月底前

    在南磨房地区紫南家园社区、世纪东方城社区及庆丰公园、望和公园、东坝郊野公
园、八里桥公园等场所，完成60套国家2代室外健身路径器材、20片球类活动场地和15
公里健身步道建设，全区新增全民健身场地面积达5.6万平米；采取学校集体组织、下
发体验券等方式开展冰雪运动进校园，共覆盖29所学校、12727人，下发体验券64825张

。

26

全区食品药品监测抽检合格率达到市平均合格率水
平，全区中小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食堂基本实
现“阳光餐饮”标准，并继续提升260家社会餐饮单位

服务品质，着力满足市民餐饮安全需要。

区市场监管局 11月底前
    已完成全年抽检任务，抽检食品7632件，合格7525件，合格率98.6%，达到市平均
合格率水平；全区660家中小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食堂实现“阳光餐饮”；已完
成260家社会餐饮单位服务品质提升工作，着力满足市民餐饮安全需要。

27
新增1个急救工作站，实行急救呼叫“首接负责制”，
进一步改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

区卫生健康委 11月底前

    已新增1个急救工作站（酒仙桥急救站），院前急救网络已全部实行首接负责制，

从加强网络医院绿色通道质量控制、增加院前急救车组、强化急救人员培训等方面，不
断改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

28

开展全民消防大培训，严管严控火灾风险，完成60岁
以上老年人家庭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装置，优先实现
独居老人家庭火灾报警器全覆盖；在全区100个社区安
装应急救援柜，为社区居民提供消防逃生、应急避险
等19种应急救援物资。

区应急局
区人民防空办

11月底前

    已完成全区20万常住人口消防培训，完成为60岁以上老年人家庭安装10.86万个独
立式火灾报警探测器，通过对60岁以上老年人家庭进行梳理，优先为独居老人家庭安装
火灾报警器，实现全覆盖；在全区100个社区，安装和配备应急救援柜165个，为社区居

民提供消防逃生、应急避险等19种应急救援物资。

29
建设困难群众救助服务指导中心，为229户困难家庭开
展个案帮扶，实现街乡困难群众救助所全覆盖。

区民政局 11月底前

    已为254户困难家庭开展个案帮扶，其中社会救助对象个案205个，非社会救助对象
个案49个，根据困难群众需求，共开展1589次个案帮扶活动，个案平均开展帮扶活动
6.3次，所有个案帮扶活动均已结案；43个街乡已建立困难群众救助服务所，实现全覆
盖。

30
建立5个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基地，继续为各类群体提供
1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安置10000名就业困难人员。

区人力社保局
区残联

11月底前
    已建立劲松街道阳光之家等5个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基地，全区已完成10.9万余个空
岗信息采集，促进1.5万余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