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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融运行报告（2022）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内容摘要]
2021 年，北京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首都发展为统领，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民生保障坚实有

力，首都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北京市金融业保持平稳运行，有效落实

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完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持续加大对普惠小微、科技创新、绿色低碳、

文化产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金融服务亮点纷呈，为首都“十四五”开局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经济持续恢复。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0269.6亿元，按不变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8.5%，两年平均增长4.7%。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9%，其中制造业投资在医药、电

子行业带动下大幅增长68.3%。市场消费稳步恢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4%；新消费模式快

速发展，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9.0%，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比重超过1/3。进出口总值跨越3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30.6%，其中在防疫、电子产品带动下出口增长

31.2%。二是工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三次产业构成比为0.3:18.0:81.7，第二产业占比较上年回升2.2

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0%，两年平均增长15.8%，医药行业在疫苗生产带动

下、电子行业在集成电路需求旺盛带动下贡献突出。服务业运行平稳，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

信息、金融、批发零售行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农业保障能力增强，粮食、蔬菜、生猪产量保持较快增

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收入恢复至2019年的近九成。三是高精尖产业引领新发展。2021年，高技术制

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同比增长1.1倍和89.2%，两年平均增长52.5%和43.7%；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90.0%。四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注入新动力。全年数字经济实现增加值

16251.9亿元，按现价计算，同比增长13.1%，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0.4%，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2.1%。五是居民消费价格涨势温和，工业生产者

价格稳中有升。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1%。

金融运行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社会融资规模持续扩大，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量增、价降、

结构优”。2021年，北京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加1.5万亿元，较疫情前（2019年）多706.1亿元。人民币

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2%，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自2020年11月以来连续13个月保持在13%以上的较高增

速，对实体经济的中长期投融资支持力度显著加大。2021年12月，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76%，降

至有统计以来新低。二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体制机制加快完善，对重点发展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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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进一步加大。启动“京绿金行动年”，出台《关于金融支持北京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加快

首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全年新增绿色贷款（本外币）2514亿元。印发《进一步完善北京民营和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体制机制行动方案（2021-2023年）》，持续优化北京地区民营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全年新增

普惠小微贷款（人民币）1248亿元。印发《金融支持北京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引导辖内金

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全年新增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人民币）1048亿元。三是多层

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持续推进。银行业稳健运行，2021年末北京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30.0万亿

元，同比增长4.6%；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0.6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并成功开市，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证券、期货机构蓬勃发展，

资产规模分别同比增长18.1%、45.6%。保险业较快发展，北京市保险业资产总规模1.3万亿元，较年初

增长19.4%；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2526.9亿元，同比增长16.9%。四是多项首创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试点政

策率先在京落地，形成首都金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出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等一批首创性

金融创新服务，创设“京津冀征信链”等一批创新性金融服务平台，形成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等一批

引领性金融科技项目，助力北京“两区”
①
建设跑出“加速度”。五是决战决胜冬奥金融服务保障。闭

环外冬奥支付环境建设圆满收官，数字人民币冬奥会场景试点成效显著，高效构建赛时金融保障体系，

保障冬奥金融服务工作平稳运行。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北京市将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首都发展为统领，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

京、绿色北京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五子”
②
联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继续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北京市金融业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加大

稳健货币政策的落实力度，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升对科技创新、

绿色低碳、高端制造业、民营小微、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质效，推动企业综合融

资成本稳中有降，为保持首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供更有力支撑，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

①
“两区”是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

②
“五子”是指率先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抓好“两区”建设、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

造新需求、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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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21年，北京市金融平稳运行，社会融资规

模和货币信贷保持合理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力度

稳固，贷款利率水平降至历史新低，对重点领域

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步伐不断加快，

金融管理和服务亮点纷呈，为首都“十四五”开

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银行业整体稳健，信贷对实体

经济的支持“量增、价降、结构优”

1.资产规模稳步增长，从业人数有所增加。

2021年末，北京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30.0

万亿元，同比增长4.6%；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累

计实现利润2225.7亿元，同比下降0.5%，降幅较

上年收窄13个百分点；营业网点和法人机构数量

分别为4484个和124个，从业人数同比增加1.5%。

表 1 2021 年北京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

注：营业网点机构数据不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金融机构总部；大型商业银行

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和交通银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指农村商业银行；新

型农村金融机构指村镇银行；“其他”包含金融租赁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民营银行

等。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2.存款增速稳中趋降，企业和个人存款增长

放缓。2021 年末，北京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

款余额 20.0 万亿元，同比增长 6.2%，较上年末

低 3.7 个百分点，较年初增加 1.2 万亿元，同比

少增 5007.4 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 19.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6.1%，较上年末低 4.1 个百分点。其中，

非金融企业存款和住户存款增长均有所放缓，同

比分别增长 3.4%、10%，较上年末分别低 6.9 个

和 5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图 1 2020-2021 年北京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增长情况

3.贷款合理增长，超七成新增贷款投向实体

企业。2021 年末，北京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

款余额 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比年初增加

4724.1 亿元。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8.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6.2%，比年初增加 5042.3 亿元。其中，

企（事）业单位人民币贷款较年初增加 3629.2 亿

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 71.9%，企业中长期贷

款较快增长是主要拉动力量；住户贷款同比增长

7.9%，比上年末高 1.5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图 2 2020-2021 年北京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

款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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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图 3 2020-2021 年北京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增长情况

4.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信贷

结构进一步优化。2021 年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

部累计投放政策性资金 1323 亿元，同比增长

18.3%。创新完善以“融”“通”系列为品牌的首

都货币政策工具产品体系，实现对民营小微企业

以及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文化产业等重点领域

超百亿元精准支持。2021 年，北京市金融机构新

增普惠小微贷款（人民币）1248 亿元、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人民币）1048 亿元、绿色贷款（本外

币）2514 亿元，年末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均明显高

于各项贷款。高新技术产业、文化企业有贷户数

分别同比增长 17.9%、14.7%。

专栏 1多措并举提升首都绿色金融服务质效 助力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加快完善北京绿色

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撬动辖内金融资源向绿色转型发展倾斜，多措并举提升金融服务绿色低碳产业质

效。2021 年，北京市金融机构新增绿色贷款(本外币)2514 亿元，年末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 12.2%,

较上年末提升 2.4 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 728 亿元，非金融企业发行绿色债券 2127 亿元，

占全国总发行量的近五成。

一、强化政策协同，合力构建良好的绿色金融政策环境

2021 年，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北京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从加强货币信贷引导、强化政策激励约束、发展直接融资体系、优化绿色金融营商环境等八方面提出 32

条措施，多措并举提升金融服务绿色低碳发展的能力，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正向激励作用，撬动更多信贷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

一是抓实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运用。发挥首都能源集团总部聚集优

势，促进项目对接。2021 年末，首批已实现碳减排领域贷款协议签约金额 610 亿元，项目储备超 500

亿元；贷款实际落地约近百亿元，带动碳减排量约 160 万吨/年。

二是创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绿色低碳领域的精准支持。创设“京绿通”专项再贴现、“京绿

融”专项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设置绿色企业票据再贴现绿色通道，加大央行低成本资金对绿色低碳

领域的支持力度。截至 2021 年末，“京绿通”“京绿融”已实现对 399 家企业 32 亿元绿色融资的精准支

持；其中，京绿通平均贴现利率 2.38%，较同期普通再贴现票据加权平均利率低 33 个基点。

三、鼓励辖内商业银行创新推动绿色发展，加快构建绿色金融组织和产品服务体系

一是不断完善绿色金融组织体系。辖内商业银行积极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绿色金融特色支行等专

营组织机构，组建绿色专业团队，提供专业化绿色金融服务。

二是创新丰富绿色金融产品服务。辖内商业银行综合运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股权投资、债转股、

公募 REITs 等工具，有力支持北京市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先后落地“碳中和”银团贷款、绿色境

外银团贷款，创新“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生态修复贷”和“碳汇碳票双质押”等绿色

信贷产品，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全国首单“碳中和”小微金融债券。

三是有序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工作。辖内多家法人银行已通过社会责任报告的方式开展环境信息披露

工作，后续将根据各行特点逐步深化环境信息披露内容。

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的决策部署，按照“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绿色金融发展思路，坚持以首善标准推动绿色金融工作，助

力首都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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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巩固 LPR 改革成效，企业融资成本降至有

统计以来最低。引导辖内银行将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嵌入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持续释放

LPR 改革潜力。2021 年 12 月，北京市金融机构一

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分

别为 4.07%和 3.76%，同比下降 10 个、14 个基点，

均为有统计以来最低；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均利

率 4.81%，同比下降 11 个基点。定期存款利率稳

中有降，12 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2.12%，同比下降

38 个基点，较优化存款利率自律前下降 35 个基

点，其中，长期限存款利率降幅明显。

6.不良贷款率微升，法人银行风险抵御能力

较强。2021 年末，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

率 0.67%，较年初上升 0.11 个百分点，较全国平

均水平低 1.06 个百分点。辖内法人银行资本充足

率 20.05%，同比上升 7.05 个百分点；贷款拨备

率 3.25%，与上年基本持平；拨备覆盖率 238.40%，

同比略降 0.80 个百分点，风险抵御能力依然较高。

7.跨境人民币业务快速增长。2021 年，北京

地区跨境人民币结算 7.48 万亿元，同比增长近五

成，业务笔数超 21 万笔。其中，经常项目人民币

收付金额为 1.05 万亿元，资本与金融项目人民币

收付金额为 6.43 万亿元。自 2010 年 6 月 23 日试

点启动至 2021 年末，北京地区跨境人民币收付涉

及的国家和地区已达 215 个；已有 125 家跨国企

业集团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累计归

集跨境收入7138.1亿元，跨境支出7116.31亿元；

银行已累计开立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 837 个，为

非居民机构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 1335 个。

表 2 2021 年北京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各利率区间占比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专栏 2“五位一体”助力首都普惠金融提质增效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精神，落实

人民银行总行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联合相关部门与辖内金融机构多措并举、综合施策，从宏观调控、

资金支持、政策引导、部门协同、科技赋能五方面入手，“五位一体”持续优化北京地区民营小微金融

环境，推动小微企业贷款“量增、面扩、价降、结构优”。

一、“五位一体”持续优化民营小微金融环境

一是强化跨周期调节，为首都经济恢复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落实稳健的货币政

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强化跨周期调节，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着力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效能，推动企业综合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二是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创造性推动政策性资金精准直达实体经济。近年来，中国

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持续加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2021 年累计投放央行政策性资金超 1300 亿元，是疫

情前（2019 年）的 1.7 倍，撬动信贷投放 3770 亿元；支持市场主体 7 万户，其中小微、民营企业占比

超九成。着力完善以“融”“通”系列为品牌的首都货币政策工具产品体系，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绿

色低碳、乡村振兴、文化产业等重点领域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用好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

工具，引导银行累计为 11.6 万户次普惠小微市场主体办理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超过 1680 亿元，累计为

123 万户次普惠小微市场主体发放信用贷款 2630 亿元。

三是强化政策引领作用，不断优化完善民营小微金融政策支持体系。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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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联合各部门在民营小微、创新创业等领域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持续推动提升民营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金融服务水平。2021 年，联合多部门印发《进一步完善北京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制机制行

动方案（2021-2023 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金融支持首都民营小微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联合相关部

门出台《北京市辖内试点银行开办创业担保贷款业务操作指引》、《关于进一步推进创业担保贷款增量扩

面 助力更多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行动方案》，扩大经办银行范围，升级完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与服务体

系，推动全市创业担保贷款余额突破 8 亿元。

四是加强跨部门协同，发挥合力缓解企业融资难题。2021 年，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联合北京市

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推出“中关村企业抗疫发展贷”，强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

策联动，通过“几家抬”提高企业融资便利度；联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推出“高精尖双益贷”和创

新型小微企业“初创贷”“创新贷”“成长贷”，以支小再贷款配套专项奖补资金撬动银行科创领域信贷

投放。

五是科技赋能银企对接，提升贷款落地质效。近年来，为解决银企双方对接不畅、信息不对称等问

题，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建设完善北京市银企对接系统，并与北京小微金服平台、畅融工程实现企

业融资需求信息共享。截至 2021 年末，辖内银行通过北京市银企对接系统累计走访企业超 30 万次，覆

盖企业约 19 万户，推动贷款落地近 800 亿元；获贷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 96%。为进一步提升中小微企

业融资便利，助力银行贷款落地，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创新搭建“创信融”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

平台，提供全线上、纯信用的信贷产品，该平台上线以来，已陆续接入 16 家辖内主要银行，精准支持

4000 多家中小微企业获得信用贷款超 35 亿元。

二、辖内小微企业贷款呈现“量增、面扩、价降、结构优”的良好态势

一是小微企业贷款保持较高增速。2021 年末，北京市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6378.6 亿元，同

比增速明显高于各项贷款。二是小微企业信贷覆盖面不断扩大。2021 年末，北京市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

款有贷户数 50.4 万户，同比增长 23%。三是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稳中有降。2021 年 12 月，北京地区普惠

小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4.81%，同比、环比分别下降 11 个、12 个基点，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四是小

微企业信用贷款占比持续提升。2021 年末，北京地区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占比 40.3%，较上年提高 3.4 个

百分点。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增长稳市场主体的决策部

署，细化落实人民银行总行相关政策措施，按照市场化原则，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快推动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着力提升辖内金融机构服务小微

企业的意愿、能力和可持续性，助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创业、稳经济增长。

（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

善，直接融资规模增长

1.证券期货基金机构蓬勃发展，资产规模较

快增长。2021 年末，北京地区法人证券公司 18

家，资产规模 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1%，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 714.2 亿元，同比增长 12.3%。

法人期货公司 19 家，资产规模 1633.3 亿元，同

比增长 45.6%，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1.7 亿元。总

部设在北京辖区的基金管理公司 36 家，资产规模

859 亿元，公募基金管理规模 5.3 万亿元，全年

实现管理费收入 343 亿元。

表 3 2021 年北京市证券业基本情况

注：证券公司家数为法人机构数量，国内股票（A 股）筹

资额包含金融企业 A 股筹资。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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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本市场层次更加丰富，直接融资规模创

历史新高。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成功开市，进

一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完善中小企业金

融支持体系。2021 年，北京地区各类企业利用多

层次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 1.3 万亿元，同比增

长 3.8%。其中，IPO 公司 36 家，募集资金 988.0

亿元；上市公司定向增发 116 家次，募集资金

1712.1 亿元，同比增加 158.4%；通过沪深交易所

发行公司债（含 ABS）9919 亿元。2021 年末，北

京地区共有上市公司424家，总市值16.3万亿元，

占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的 17.8%。

（三）保险保障功能不断增强，改革

转型持续发力

1.保险业务较快增长。2021 年末，辖内保险

业资产总规模 1.3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19.4%。

全年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2526.9 亿元，同比

增长 16.9%。北京地区共有法人保险公司 44 家，

其中，财产险公司 13 家，人身险公司 31 家。

表 4 2021 年北京市保险业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2.保险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2021 年，北京

保险业承担风险保障 271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倍；累计赔付支出838.5亿元，同比增长13.6%；

寿险和长期健康险准备金 8168.0 亿元，同比增长

16.1%。推动开发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北京

普惠健康保”，参保人数超 300 万人。

3.改革转型发展持续推进。一是不断深化车

险领域改革。创建“互碰快赔”机制，推进京津

冀交通事故车险服务一体化，累计服务车主超

170 万人次，减少事故车辆二次占道 50%以上，拥

堵时间降低一半，理赔效率提升一倍。车险改革

实现“降价、增保、提质”目标，商业车险单均

保费较改革前下降近 20%。二是持续推进保险兼

业代理市场改革。深入推动非金融类车险兼业代

理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建立主报告公司机制，近

三成兼业代理机构出清。初步建成保险中介管理

一网通平台，率先实现系统化管理。持续开展中

介行业自律巡查，清退百余家“三无”机构。创

新开展保险中介“一照两址”改革，发布《关于

加强分类指导推动北京地区保险专业中介机构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四）社会融资规模扩大，融资渠道

更趋多元

1.社会融资规模增加，直接融资发挥重要作

用。2021 年，北京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加 1.5 万

亿元，较疫情前（2019 年）多 706.1 亿元。从结

构上看，人民币贷款新增 5236.9 亿元，占地区社

融增量的 34.2%；企业债券净融资 3763.7 亿元，

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2435.7 亿元，地方政府

专项债 2119.6 亿元，三项合计占比超 54%，较上

年有所提升；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净融

资大幅增长带动“其他”项增加 3090.2 亿元；委

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共减

少 1209.8 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图 4 2020-2021 年北京地区社会融资分布结构

2.票据市场运行平稳，票据贴现利率下行。

2021年北京地区累计承兑商业汇票1.25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9%，其中，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量同

比增长 9%，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量同比增长 14.8%；

票据贴现额累计 3.76 万亿元，同比下降 2.8%。

12 月，银行承兑汇票直贴利率下行约 60 个基点

至 2.2%，商业承兑汇票直贴利率稳定在 4%左右；

票据转贴利率下行近 70 个基点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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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1 年北京市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统计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表 6 2021 年北京市金融机构票据贴现、

转贴现加权平均利率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五）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大力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

1.多项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一是北京证券交

易所开市运行，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二是北京金融法院成立，对金融领域司法服务保

障力度进一步加强。三是“两区”建设金融领域

102项创新举措落地超九成，出台配套政策52项，

形成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知识产

权保险试点等 3 个全国复制推广的创新实践案例，

多个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四是多元机构进

驻北京市贷款服务中心，线下首贷、续贷、确权

融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实现资源整合，小

微企业贷款服务可得性不断提高。五是金融科技

发展亮点纷呈。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等一批引

领性金融科技项目在京落地。聚焦强化金融科技

基础力量，金融网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国家金

融科技检测认证中心、国家金融标准化研究院和

国家数字金融技术检测中心在京成立。

2.金融领域开放进一步提速。一是率先在全

国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业务，

进一步提升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水平，吸

引更多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全球或区域资金管理中

心。二是率先在全国开展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试

点，向市场主体提供优质、安全、高效的银行账

户服务，有效降低企业和银行运营成本。三是外

资金融机构加快落地。2021 年，17 家外资金融机

构落地北京，包括首家外商独资保险资管公司、

货币经纪公司、持牌支付公司等。四是跨境投融

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积极扩大 QFLP 试点，

推动 2 家 QFLP 项目在京落地，助力股权投资市场

发展。五是高水平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金融服务专题展和金融街论坛年会，促进全球金

融深度交流合作。

（六）有力保障冬奥金融服务，数字

人民币北京冬奥会场景试点成效显著

1.高效构建赛时金融保障体系，全力以赴建

设高质量冬奥支付环境。高质量完成冬奥支付服

务各项筹备工作，历时两年精心准备,全市 50 个

重点商圈完成改造任务，新增可受理云闪付小微

商户 3 万户；高效完成多家冬奥酒店、定点医院

以及红线内 16 个场馆 34 个签约商户 259 个场景

支付建设，中国银行 3 家临时网点顺利对外营业；

积极适应和快速落实冬奥决战决胜阶段和闭环管

理新要求，闭环内所有涉奥场景布放 POS 机具

2669 台、ATM 机 75 台，有效满足涉奥人员本外币

银行卡刷卡、ATM 机取现、本外币双向兑换等金

融服务需求。构建赛时指挥体系，实时不间断调

度，实现酒店全面闭环后金融服务连续五日“无

障碍、零投诉”，共发生金融交易 6967 笔，金额

合计 403.7 万元。自 2022 年 1 月 4日闭环管理启

动至3月16日冬残奥会住宿保障期结束历时近2

个半月，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金融服务安全高效，

运行指挥体系顺畅有效，应急保障支持有力有序。

2.数字人民币北京冬奥会场景试点成效显

著，成为冬奥会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全力推进

数字人民币受理环境建设，实现冬奥组委园区和

红线内消费场景全覆盖，红线外交通出行、医疗

卫生、旅游观光等七大场景全覆盖。聚焦闭环管

理，66 家冬奥签约酒店和 27 家定点医院数字人

民币软硬钱包受理环境全覆盖，指导中国银行北

京市分行在全国首次发行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开

展“数字王府井 冰雪嘉年华”“京彩奋斗者 数

字嘉年华”“京彩惠民生 数字嘉年华”等大型试

点活动，宣传普及数字人民币知识，培养公众使

用数字人民币的习惯，为北京冬奥会举办营造良

好的氛围。冬奥会期间，数字人民币成为红线内

主要支付方式，交易量占比超四成，“数字人民币

秒支付”“数字人民币冬奥赛场显身手”等成为国

内外媒体热点话题，试点工作赢得社会各界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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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宾客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誉。截至 2021 年底，

全市开立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超 1200 万个，对公

钱包超 130 万个，覆盖食、住、行、游、购、娱、

医等冬奥全场景 40 余万个，交易金额近百亿元。

（七）金融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金

融服务和管理质效不断提升

1.多措并举提升金融管理水平。完善金融领

域监管规则体系，坚持金融活动全部纳入金融监

管，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高标准打造外汇局

数据研判中心（北京），提升非现场打击精准度。

建立反洗钱监管信息披露机制。金融基础数据和

地方金融组织各项统计制度顺利落地实施。

2.金融惠企利民取得新进展。京津冀三地人

民银行分支机构联合工信部门、商业银行发布“京

津冀金融支持计划”，推动民营小微企业融资超

125 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会同北京市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联合天津、河北两地共同打造“京津冀征信链”

涉企信用信息平台，实现数据要素资源在区域内

有序流动，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提供高质量征

信服务。持续优化企业开户全流程，全年累计减

免企业开户相关费用 2.9 亿元。引导企业和金融

机构树立“风险中性”理念，鼓励金融机构为中

小微企业提供汇率风险管理服务，首创外汇衍生

品银企对接公共服务平台，累积签约超 31 亿美元。

异地缴税试点顺利推进，32 家银行实现全流程线

上办理。建立北京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投诉热线

12363“接诉即办”工作机制，呼入接通率提升至

98%以上。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21 年，北京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以首都发展为统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经济

持续稳定恢复，民生保障坚实有力，高质量发展

迈上新台阶，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全年

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0269.6 亿元，按不变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8.5%，与 2019 年相比，两

年平均增长 4.7%。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图 5 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一）三大需求持续恢复，主要领域

稳中有进

1.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制造业投资带动

作用突出。2021 年，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同比增长 4.9%，两年平均增长 3.5%。分行

业看，制造业投资在医药、电子行业带动下同比

增长 68.3%，金融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同比

分别增长 68.2%和 22.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20.0%。分领域看，房

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分

别增长 5.1%、6.4%和下降 8.9%。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图 6 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率

2.市场消费规模扩大，消费升级相关商品增

势良好。2021 年，北京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

11.0%，两年平均增长 1.7%。其中，社会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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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4%，两年平均下降 0.7%；服

务性消费额同比增长 13.4%，两年平均增长 3.8%。

分商品类别看，与消费升级相关的金银珠宝类、

文化办公用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

别增长 33.1%、21.4%和 16.7%。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图 7 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3.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规模扩大。2021 年，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

30438.4 亿元，同比增长 30.6%。其中，进口

24319.9 亿元，同比增长 30.4%，主要受原油和天

然气进口价格上涨带动；出口 6118.5 亿元，同比

增长 31.2%，成品油、医药材及药品、手机等为

主要拉动因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90.0%。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55.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0.3%。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图 8 北京市外贸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图 9 北京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及其增长率

（二）工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服务

业平稳运行
2021 年，北京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

实现增加值 111.3 亿元、7268.6 亿元、32889.6

亿元。三次产业构成比为 0.3:18.0:81.7，其中

第二产业比重较上年回升 2.2 个百分点。

1.农业结构优化调整，都市农业逐步回暖。

2021 年，北京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 2.8%，其中，农业（种植业）和牧

业产值较快增长，同比增速分别为 11.9%和 11.2%。

都市农业逐步恢复，设施农业播种面积和实现产

值同比分别增长 7.5%和 15.7%；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实现收入 32.6 亿元，恢复至 2019 年的近九

成，接待 252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2%。

2.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端产业增势良好。

2021 年，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

计算同比增长 31.0%，两年平均增长 15.8%。重点

行业中，医药制造业在疫苗生产带动下同比增长

2.5 倍，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

比增长 19.6%，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

长 6.7%，汽车制造业同比下降 12.0%。高端产业

引领发展，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按现价计算，同比分别增长 14.2%、14.0%；工业

机器人、集成电路、智能手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6.0%、21.7%和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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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图 10 北京市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3.服务业运行平稳，信息、金融、批发零售

行业贡献较大。2021 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增加值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7%，两年平均增长

3.2%。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同比增长 11.0%，金融业同比增长 4.5%，批发和

零售业同比增长 8.4%，三个行业对第三产业增长

的贡献率合计近七成。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恢复性增

长，同比分别增长 13.7%、5.9%和 3.4%。

（三）消费价格涨势温和，居民生活

持续改善
1.居民消费价格涨势温和，工业生产出厂价

格和购进价格上涨。2021 年，北京市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上涨 1.1%，涨幅较上年低 0.6 个百分点，

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 1.0%，服务价格上涨 1.2%；

北京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1%，购进

价格同比上涨 3.7%，涨幅均低于全国总体水平。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图 11 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

价格指数

2.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居民生活持续改善。

2021 年，北京市城镇新增就业 26.9 万人，同比

增加 0.8 万人，各季度城镇调查失业率均控制在

调控目标 5%以内。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5002 元，同比增长 8.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 7.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 10.5%。从收入构成看，全市居民人均经营

净收入、工资性收入提升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15.8%、10.2%。

3.空气质量全面达标，城市环境更加宜居。

2021 年，北京市 PM2.5 和臭氧首次同步达到国家

二级标准。其中，PM2.5 年均浓度降至 33 微克/

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3.2%。全年空气优良天数

达到 288 天，占比为 78.9%。全年污水处理率为

95.8%，比上年提高 0.8 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到 100%。全年城市绿化覆盖率 49.3%，

提高 0.3 个百分点。

（四）财政收支平稳运行，民生领域

投入持续增加

2021 年，北京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932.3 亿元，同比增长 8.1%，主要受头部互联网

企业快速发展、批发零售业和商务服务业经营活

动较快恢复、新冠疫苗生产大幅增长等因素拉动。

其中，增值税 1742.9 亿元，同比增长 5.4%；企

业所得税 1395.1 亿元，同比增长 18.0%；个人所

得税 743.3 亿元，同比增长 21.5%。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7205.1 亿元，同比增长 1.2%，对教育、

卫生健康、科技领域支持力度稳固。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图 12 北京市财政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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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信贷保

持合理投放

1.房地产市场稳中有升。2021 年，北京市商

品房销售面积1107.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4.0%，

增速较上年高 10.6 个百分点。新建商品住宅、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同比平均涨幅分别为

4.5%、9.2%。住宅及商业用地成交 74 宗，同比增

长 27.6%；总成交金额 2239.81 亿元，同比增长

17.1%。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图 13 北京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走势

2.房地产开发投资稳步增长。2021 年，北京

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4139亿元，同比增长5.1%，

两年平均增长 3.8%。商品房竣工及施工面积有所

增长，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021 年，北京市商

品房竣工面积1983.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8.3%；

施工面积 14055.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新

开工面积 1895.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6.9%。

注：商品房销售额包含存量房网签金额。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图 14 北京市商品房施工和销售情况

3.房地产贷款增速有所回落。2021 年末，北

京市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 18527.5 亿元，比年

初减少 471.1 亿元，同比下降 2.5%。

（六）新兴动能加快积蓄，赋能首都

经济高质量发展

1.高新技术产业质效不断提升。2021 年末，

北京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共计 27638 家，占全国

8.4%。2021 年，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同比增长 1.1 倍和

89.2%，两年平均增长 52.5%和 43.7%。2021 年，

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两者有交

叉）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27.0%、24.7%，

占比较上年进一步提升；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实现利润 2608.4 亿元，同比增长 383.7%，占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 71.2%，较上年大幅

提高 41.4 个百分点。

2.数字经济加快释放新活力。2021 年，北京

市实现数字经济增加值 16251.9 亿元，按现价计

算，同比增长 13.1%，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 40.4%，比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其中，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4%，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22.1%。5G、工业互联网

等新型基础设施加速建设，新基建投资同比增长

26.4%。线上消费表现活跃，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

住宿餐饮业实现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9.0%，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36.3%，比上年提高 4.1

个百分点。

3.科技创新赋能发展新优势。发布实施科技

创新战略行动计划，推出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试

重大改革举措，成立中关村、怀柔、昌平国家实

验室，一大批科学装置建设运行顺利，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取得专业性成果。2021 年末，北京市

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40.5 万件，同比增长 20.7%；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185 件，比上年增加

29 件。全年技术合同成交总额 7005.7 亿元，同

比增长 10.9%。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

技术企业实现总收入8.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

其中技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 21.6%。

三、预测与展望

2022 年，北京市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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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首都发展为统领，深入实施人文北京、

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坚持“五子”联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继

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北京市金融业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加大稳健货币政策的落实力度，增强信贷总量增

长的稳定性，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进一

步提升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高端制造业、民

营小微、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

服务质效，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为

保持首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供更有力支撑，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总 纂：杨伟中 姚 力

统 稿：余 剑 李晓闻 赵 北

执 笔：魏辰皓 周 凯 朱 静 韩得利 张 萍 陈 娇 韩睿玺 张雪晴 高 菲 祖 洁

朱琳琳 徐 珊

提供材料：张 丹 张英男 谭任杰 吕潇潇 秦碧莹 童怡华 杨 燚 康小宇 韦文彬 孙 昱

王丝雨 温 静 王畇润 王 振 李睿瑶 阙星文 王宇彤 张素敏 张 岩 周 丹

王 芳 单玉蓓 杜 鸥 刘 陌 陈红姣 周方伟 蔡小娟 杨 静 盖 静 李映根

申明珠 李菲菲 许泰格



附录：

（一）北京市经济金融大事记

3 月 18 日，北京金融法院正式揭牌成立，专门管辖北京市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金融民商事案件、

涉金融行政案件和执行案件，对金融领域的司法服务保障力度进一步加强。

4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印发《关于推广北京市小微企业简易开户服务试点的通知》（银

管发〔2021〕53 号）。

6月 10 日，北京首家新设外资控股证券公司获得《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正式开展业务。

6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北京市

辖内试点银行开办创业担保贷款业务操作指引》（银管发〔2021〕78 号），将北京地区创业担保贷款业务

经办银行扩大至 14 家。10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

推进创业担保贷款增量扩面 助力更多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行动方案》（银管发〔2021〕118 号），推动北

京地区创业担保贷款增量扩面。

7月 1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京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心联

合印发《进一步完善北京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制机制行动方案（2021-2023 年）》（银管发〔2021〕

92 号）。

7月 8日，“京津冀征信链”共建协议签约和启动仪式在石家庄举行。京津冀三地人民银行分支机

构指导辖内 9 家征信机构作为首批上链机构自愿签署“京津冀征信链”共建协议，适时实现京津冀三地

涉企信用信息互联互通、数据要素资源在区域内有序流动，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提供高质量征信服务。

8月 26 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印发《金融支持北京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银管发〔2021〕

102 号）。

9月 2日，习近平主席在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宣布深化新三

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9月 3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注册成立，

并于 11 月 15 日举行揭牌暨开市仪式。

9月 15 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市财政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数字人民币冬奥会场景试

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管发〔2021〕105 号）。



（二）北京市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北京市主要存贷款指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表 2 北京市各类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表 3 北京市主要经济指标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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