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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延庆区垃圾综合处理
厂， 了解垃圾处理流程， 在游戏
中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近日，
延庆区15名儿童在延庆区环卫中
心体验 “跟着垃圾去旅行”。

“原来每天都要处理这么多
垃圾呀！” 新建设完毕的延庆垃
圾综合处理厂内， 一个小朋友在
垃圾处理车间看到传送带上堆成
“小山” 的垃圾说。

“别看垃圾很脏很臭， 但它
们也是有价值的资源 ， 经过分
选、 筛选、 发酵等设备处理后，
垃圾华丽变身成为可以栽花种树
的营养土， 垃圾渗滤液也能变得
很干净 ， 作为场区绿化用水 。”
延庆区垃圾综合处理中心讲解员

王春雨讲解道。
参观完垃圾处理流水线， 15

个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参加了垃
圾 “你分类我投放” 游戏。 家长
与孩子们互相配合， 利用最短时
间将垃圾模型贴到对应垃圾分类
展板上， 旨在培养孩子们的垃圾
分类意识和能力。

知名专家就诊人次同比下降
8.46%

记者了解到， 市卫计委发布
的对373家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部分一级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医改监测数据显示， 监测单位
总门急诊量为2261.4万人次， 与
去年同期相比减少8.46%。 其中，
三级医院总门急诊量与去年同期
相比减少12.58%， 二 级 医 院 总
门 急 诊 量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减
少 4.54%， 一级医院及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门急诊量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7.6%。

数据表明， 一级医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就诊人次增加 ，
二、 三级医院就诊人次减少， 改
革以来分级诊疗态势逐渐呈现。
另一方面， 医改双月监测单位
总 出 院 人 次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减少 0.24%， 变化不大， 显示医
改没有影响到住院患者的诊疗。

同时， 数据显示看专家难问
题总体有缓解的倾向。 监测单位
的门诊普通号就诊人次与去年同
期相比减少7.58%。 其中 ， 知名
专家就诊人次下降14.8%， 主任
医师就诊人次下降20.8%， 副主
任医师就诊人次下降9.3%。

药品阳光采购节约费用8亿
余元

市卫计委表示， 医改首日截
至6月7日， 药品阳光采购累积支
出 102.7亿元 ， 节约费用 8.42亿
元， 节省8.2%。 同时， 改革以来
监测医疗单位门急诊次均药费与
去年同期相比减少6.38%， 呈现
平缓减少的趋势。

同时， 监测单位门急诊和出
院总药占比36.6%， 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降6.87百分点。 其中， 三
级医院的门急诊和出院总药占比
为33.84%，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7.31个百分点； 二级医院的门急
诊和出院总药占比为40.07%， 与
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7.14个百分
点； 一级及社区的门急诊和出院

总药占比为72.53%， 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降4.06个百分点。

“上述结构变化由于时间较
短， 患者就医需求和行为尚在调
整中 ， 所以仍然需要进一步观
察。” 北京市卫计委新闻发言人
高小俊表示。

南磨房社区医院推行医患微
信互动

记者从市卫计委了解到， 医
改两月， 朝阳区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总诊疗人次同比上升5.52%，
四种慢病人次在总诊疗人次的比
例为78.2%， 同比上升4.48%。

由于药品阳光采购， 以及基
层卫生医院与二、 三级大医院药
品目录实现统一， 有利于方便患
者家门口看病拿药， 推进分级诊
疗 。 比如用于降低血糖的格华
止， 医改后患者可在基层机构购
买， 与此同时还能享有降价幅度
达到8.9%的优惠。

记者了解到， 为满足居民的
就诊需求， 朝阳区南磨房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用 “互联网+”， 在
中心微信平台推出 “我＆医改 ”
板块， 使社区居民可以了解医改
政策相关内容， 拥有 “掌上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在微信平台， 居民可以按照
输入条件， 来计算不同级别医院
的医事服务费政策及优老减免政
策。同时，还能看到中心公示的现
有药品目录， 享有查询、 点选药
品、生成价格汇总的便捷服务。在
这里，居民输入建议，比如在医疗
服务项目、 药品使用等方面的需
求，医务人员就会及时进行反馈。

医改实施两个月来， 微信平
台注册用户已经有5000余人， 接
受医事服务费、 药品及价格查询
近万人次， 关于药品服务的回复
率是100%， 满足率达96.7%。

此外， 记者了解到， 北京市
16个区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都开展了患者先诊疗后结算的服
务模式， 目前共覆盖到177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砥砺
奋进的 年55

迎接市十二次党代会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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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本报实习记者 唐诗

国有经济发展
连创佳绩

6月9日， 记者走进北京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越野车工厂，
即国内唯一一家高端定制越野车
生产基地。 繁忙而又井然有序的
生产线尽显现代化工厂的风采，
一台台越野车在此生产。

据了解， 越野车工厂采用国
际先进的汽车制造设备和技术，
拥有焊装 、 涂装 、 总装三大工
艺， 采用柔性化的生产线， 并带
来更加环保的生产方式， 质量控
制水平达到国内一流水准。 虽然
仅有每年10万台的产能， 却是身
为世界五百强企业之一的北汽集
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是北汽
集团落实自主品牌乘用车发展战
略的具体部署。

北汽集团是市国有经济实现
快速增长的典型代表。 市国资委
党委委员、 副主任杨秀英介绍，
五年来， 全市市属企业资产总额
增长了80.3%， 突破四万亿 ； 营
业收入、 利润总额、 已交税费分
别增长了46.3%、 78.8%和77.8%。
特别是2016年， 在全国国有企业
效益下滑的情况下， 北京市市属
企业首次实现全面盈利。

在加强企业自主创新方面 ，
目前市属国企有实验室、 工程技
术中心等各类创新载体近300个，
其中国家级61个； 共有各类研发
人员近7万人。 近三年， 市属企
业研发经费平均年增长 15.6% ，
专 利 申 请 数 年 均 增 长 16.7% ，
2016年专利申请数量更是达到近
1.4万个。

轨道交通线网
将达1000公里

如果说经济发展的指标显示
在数字上， 那么市属国有企业服
务首都的职能是老百姓实实在在
看得见、摸得着的。 在国内最大、
最先进的轨道交通指挥中心———
北京轨道交通网络管理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指挥中心， 可以看到所
有地铁线路的实时运营情况。

“我们在国内率先提出地铁
网络化运营的理念， 集中设置了
各线路的指挥中心和路网指挥中
心， 实现了轨道交通管理上的高
度集中、 统一指挥、 协调动作、
均衡运营的目标。” 北京轨道交
通网络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童梅
介绍， 按照目前的规划目标， 截
止到2021年， 北京将实现轨道交
通线网里程达到近1000公里， 而
目前投入使用的两个指挥中心完
全满足未来规划需求。

童梅介绍， 在线网规模上 ，

2016年比 2012年新增 3条新线 ，
路网新增里程132公里； 而从客
流统计数据上来看， 2016年年客
运量比2012年增长11.97亿人次，
日均客运量增长327.25万人次。

累计退出404户
低端劣势企业

同样， 勇挑服务重担的北京
燃气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城镇燃
气企业，2016年，其天然气供应量
152.2亿立方米，用户约580万户、
管线近2万公里，是国内首个天然
气累计供气量破千亿、 年供气量
破百亿、日供气量破亿的企业。

燃气供应服务千家万户，这
离不开庞大而又系统的供气管网
体系和应急指挥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的运用。 在燃气集团总部的核
心管理平台上， 不仅可看到全市
燃气管网运行的情况， 更有从容
应对各类应急事件的管理体系。

在服务首都职能方面， 无数
企业默默贡献， 市属企业率先疏
解非首都功能 ， 五年累计退出
404户低端劣势企业； 18家企业
承担了58项城市副中心建设项
目； 众多国企积极参与首都城市
环境治理， 不断提升生活性服务
业品质， 积极兴办养老机构等。

近些年， 北京在市场疏解提
升方面取得进展。 今年本市计划
完成疏解提升市场120个、 疏解
物流中心38个， 目前已完成疏解
提升市场53个。 其中拆除14个、
清退转型27个、 升级改造12个，
疏解物流中心3个， 累计涉及建
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

重点区域重点市场方面， 动
物园地区12个市场已完成疏解提
升7个 ， 涉及建筑面积24.3万平
方米； 大红门地区45个市场已完
成疏解提升34个， 涉及建筑面积
约96万平方米。 据了解， 2015年
至2016年， 全市共疏解提升市场
302个、 物流中心51个。

在坚定推进区域性市场疏解
的同时， 市商务委坚持疏解与提
升并重， 切实把市场疏解与品质
提升工作统一起来。 2015至2016
年， 全市共新建和规范提升蔬菜
零售、 便利店 （超市）、 早餐等
基本便民商业网点2475个。

今年计划新建提升1000个便
民商业网点， 目前已完成519个，
其中新建 371个 、 规范提升 148
个 ， 完成全年任务量的 51.9% 。

全市基本便民商业服务网点在城
市社区覆盖率达到86.8%， 网点
连锁化率达到30.3%， 其中城六
区实现基本便民服务社区全覆
盖， 网点连锁化率达到35.7%。

此外， 京津冀商务联动推进
协同发展。 搭建疏解转移承接合
作平台， 建立了商务领域京津冀
协同发展对接协作机制， 把市场
疏解与承接作为对接协作的重要
内容， 2016年重点推动26个商务
合作项目， 内容涵盖市场疏解、
环京物流设施建设等领域， 总投
资超过50亿元。

2017年， 北京市商务委还共
同与河北省商务厅、 天津市商务
委研究出台疏解承接方案。

推动劳动密集型业态转移疏
解。 编制了 《北京市服务外包产
业重点发展领域指导目录 》， 有
序引导服务外包企业中劳动密集
型业态向津冀地区转移。 截至目
前， 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在津冀设
立分支机构22家， 15家本土服务
外包重点企业共在全国设立分支
机构高达128个。

强化三地企业产业深度合

作。 2017年6月， 推动20家京冀
企业签署包括物流设施疏解、 服
务外包合作在内的10个项目， 投
资总金额超过30亿元， 直接带动
当地就业5万余人。

在疏解中确保便民服务功
能 。 本市坚持按照 “升级为导
向、 建关相结合” 的原则区别对
待农副产品市场 ， 以规范 、 改
造、 升级为主， 不搞 “一刀切”。
各区对确需撤除的农副产品零售
市场 ， 按照 “撤一补一 ” 的原
则， 提前谋划补充和替代措施。

市商务委鼓励和支持各区因
地制宜发展规范化、连锁化、品牌
化社区菜市场、生鲜超市、综合超
市（便利店）搭载、邮局搭载、社区
蔬菜直通车， 以及社区商业便民
服务综合体、O2O线上线下融合
发展的蔬菜直营店等多种模式。

经济发展连创佳绩 服务首都作用凸显

市属企业资产突破四万亿

今年计划完成疏解提升市场120个

五年来， 北京市属企业资产总额增长了80.3%， 突破四万亿，
在经济发展连创佳绩的同时， 充分发挥市属企业示范带头作用， 服
务首都职能的作用也愈加凸显。

4月8日， 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正式实施， 至今已满两
月。 近日， 北京市卫计委表示， 截至6月2日， 3600多家参与医改
的医疗机构总体运行平稳有序， 符合预期。 同时， 市卫计委监测
数据显示， 一级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急诊量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7.6%， 同时， 二三级医院就诊人次减少， 专家就诊人次下
降， 分级诊疗效果逐渐呈现。

医改双月分级诊疗效果初显

延庆萌娃“跟着垃圾去旅行”

基层医院门急诊量同比增加7.6%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李丹 贾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