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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北京常住人口1323人/平方公里
比 2016 年末减少 1 人 户籍人口比 2016 年末减少 3.7 万人
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
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
的 《北京市 2017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2017 年， 本市经济运行
稳健，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8 万
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6 年的
11.8 万 元 提 高 到 12.9 万
元。 地方财力进一步增强，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
完 成 5430.8 亿 元 ， 增 长
6.8%， 相当于地区生产总
值的 19.4%。 2017 年末，北
京常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
里 1323 人，比 2016 年末减
少 1 人。

人口变化
全市户籍人口减少 3.7 万人

创新发力
新设 7 万家
科技服务业企业

率 3.76‰。常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
公里 1323人，比上年末减少 1
《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
人。年末全市户籍人口 1359.2万
全市新经济增加值占全市地区
人，比上年末减少 3.7万人。
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2.4%，比上
年提高 0.2%。全年限额以上批发
社会保障
和零售企业实现网上零售额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0.5%，比
全年竣工 9.1 万套保障房
上年提高 1.9%。互联网金融中的
去年，本市社会保障水平得 比上年末增加 55.2万人、51.6 次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 金融信息服务业、非金融机构支
到了进一步提高。《统计公报》 万 人 、52.7万 人 、57.7万 人 和 养 老 金 和 福 利 养 老 金 待 遇 标 付服务业营业 收 入 分 别 增 长
显示，2017年末，全市参加企业 54.2万人。职工最低工资和失 准。全年保障房新开工 6.5万 35.1%和 62.7%。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为推
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 业保险金最低标准分别比上年 套、竣工 9.1万套，公开配租
进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
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人数分别 提高了 110元和 80元；年内两 1.3万户。
创新中心奠定基础。”《统计公
报》称。数据显示，全市研究与试
宜居城市
验发展 （R&D）经费支出相当于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6.2 平方米
地区生产总值的 5.7%，保持全
国领先地位。
我们的城市生活正在变得越 儿园 1604所，比上年末增加 34 500万，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
在相关政策推动下，去年，北
来越便捷，城市服务一天比一天更 所。有卫生机构 10986个，增加 户数达到 541.6万，各院线放映电 京创新创业热情高涨。截至 2017
年底，全市共有众创空间、孵化
丰富。《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 349个；每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影场次增长 19.6%。
城市环境也在变得越来越优 器、加速器、大学科技园等各类双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用于一 增加 0.17张，每千人拥有执业（助
美。全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2%，比 创服务机构 400余家，总面积超
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交通运输、 理）医师数增加 0.23人。
2017年末，参加城乡居民养 上年提高两个百分点。生活垃圾 600万平方米，累计服务企业及
节能环保的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
老保障的人数为 213.1万人，各种 无害化处理率为 99.9%，提高 0.1 团队逾 3万家。2017年新设科
34.3%、30.4%、26.3%和 26.2%。
2017年末，全市轨道交通运 社区服务机构建立 11816个。公 个百分点。城市绿化覆盖率为 技服务业企业 7万家，占全市新
营线路长度 609公里，比上年末 共 图 书 馆 馆 藏 量 比 上 年 增 长 48.42%，提高 0.02个百分点。人 设企业的 36.3%，比上年提高 3
增加 35公里；客运总量达 37.8亿 2.9%，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增加 1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6.2平方 个百分点。
人次，增长 3.2%。年末，全市有幼 个。高清交互数字电视用户超过 米，增长 0.1%。
北京晨报记者 王海亮
《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末，
全市常住人口 2170.7万人，比上
年末减少 2.2万人。其中，常住外
来人口 794.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比重为 36.6%。常住人口中，城镇
人口 1876.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比重为 86.5%。常住人口出生率
9.06‰，死亡率 5.30‰，自然增长

个性把脉职业生涯规划
毕业就做职场中的“新精英”
寒假前夕，新精英生涯教育合伙人，“金牌讲师”李春雨走进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为高一新
生首度揭开职业生涯规划的神秘面纱。 新精英走入中学向我们传递出一个讯号——
—职业生涯规划
正在趋向低龄化，而且刻不容缓。

大学辅导员“跳槽”新精英

“在新政实施初期，大家
都处于茫然的状态，只有更懂
政策、更懂自己、更懂规划的
人才能略胜他人一筹。”1月
22日，由北京晨报主办“中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首讲在
地大附中开讲，李春雨的开席
一课令在场的高一师生受益
匪浅，不少学生表示有“一语
惊醒梦中人”的感受。正如李
春雨所说，一个人的起跑线并
不在于金钱、相貌或是家世，
而是视野与规划，这恰恰是当
今职场上太多人遇到发展瓶
颈的关键原因所在。这是他多
年进行生涯规划发现的共性，
而这一共性其实早在大学、甚
至中学就已经埋下伏笔。
10年前，李春雨还不是
“金牌讲师”，而是首都师范大
学的一名辅导员。作为学生的

“知心人”，他常常被学生们提
出的类似的问题难住——
—毕
业后自己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大学怎么度过？当和他们谈过
一圈才发现，这些学生缺少的
不仅是对职业生涯的基本规
划，甚至是对职业和专业的
基本认识。专业与职业间的
不对等，让他们对未来一无
所知。“不少学生甚至因为没
有职业规划所以选择考研，
但研究生毕业生后更不知道
自己该干什么。”这一“通病”
引起了李春雨的重视，他开
始通过自学了解职业生涯规
划，并调动自己在职场上的
朋友向自己传授经验。他更
找来毕业 3年内的优秀毕业
生，为他们录制 20分钟短视
频，由他们向学弟学妹们介
绍自己的专业、职业和所在

公司等。就这样，一门不计学
分的职业生涯规划课在首师
大开课了。在这种“星火之
光”下，由李春雨主讲的职业
生涯规划课程惠及越来越多
的学生，他们通过自我认识
更愿意为自己做些改变。
在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
了回应后，李春雨继续精进技
艺。他通过自学考下北京大学
心理学研究生，在此期间继续
实践。而在这时，一个人的一
句话改变了李春雨的职业生
涯轨迹，他便是新精英的创
始人古典。“他对我说‘你现
在做的都是纸上谈兵，不如
咱们一起，把职业生涯规划
带入企业，做专业的传播
者。’”于是，2010年，李春雨
毅然辞去 5年的大学辅导员
工作，加盟新精英。

“高考不浪费分还是不浪费兴趣”

加盟新精英，李春雨和
另外 128名专业讲师一道，
通过讲座、培训的方式为专
业职业生涯规划讲师培训，
时至今日，新精英已经服务
过国家教育部全国高校学
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
心的就业指导师师资培训、
北京市教委、上海市教委、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北京理工大
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多个单
位。优秀学员已达 12485
名，可以说是职业生涯规划
的“黄埔军校”。
对于那些来新精英“就
诊”的客户，将有专业讲师
一对一为他们提供私人定
制的“诊断”：从客户调研发
现客户痛点，到通过课程解
决客户认知、技能和心态方
面的问题；再到通过能力提
升获得知识储备和提升，最
后进行跟踪督导与检验，完

成全闭合式的职业生涯规
划“把脉”。
目前，新精英正在将职
业生涯规划的受众向低龄
化转移，开始针对中学生进
行生涯规划的辅导，包括中
学生涯规划课程和高考志
愿填报等方向，这也是从源
头治理职业生涯规划这一
社会问题的根本“药方”。
“我们会通过人格类型测
评、专业解读，打通专业和
职业间的通道等方式拆解
目标、清晰信息，让中学生
的行动更简单，让他们越来
越明白高考应该在不浪费
分的情况下结合兴趣去择
校。”李春雨认为，职业生涯
规划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目
前正在被大众熟知和接受，
未来这将成为一种理念贯
穿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这也
是他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北京晨报记者 刘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