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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洁） 北京市
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
队23日联合发布2018年北京市经
济运行情况。 据初步核算 ，2018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032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6.6%。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6236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6.3%，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统计显示，2018年，全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62361元，比上年
增长9%，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

长6.3%，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

涨2.5%， 其中消费品 价 格 上 涨
1.8%， 服务项目价格上涨3.5%。
八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 “七
升一降”： 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
3.1%，居住类价格上涨3.2%，生活
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1.3%，交
通和通信类价格上涨0.6%， 教育
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上涨3.6%，医
疗保健类价格上涨3%，其他用品
和服务类价格上涨2.2%； 衣着类

价格下降0.3%。
2018年末 ， 全市常住人口

2154.2万人， 比上年末下降0.8%。
从年龄构成看， 0-14岁常住人口
226.6万人 ， 占全市常住人口的
比重为10.5%； 15-59岁常住人口
1562.8万人， 占72.6%； 60岁及以
上常住人口364.8万人， 占16.9%。
从城乡构成看， 城镇人口1863.4
万人， 乡村人口 290.8万人 ； 城
镇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
为86.5%。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记者
从北京铁路局获悉，23日，京津冀
区域内首个铁路绿色物流配送基
地在大红门车站正式启用， 首都
市民将享受到不同以往的 “外集
内配、绿色联运”物流新模式。

据了解 ， 2018年12月17日 ，
北京铁路局天网京铁云平台已上
线运营， 截至目前， 在注册用户
已达1000多家 、 在线服务车辆
500余辆、 累计成交5000余单的

基础上， 进一步整合铁路及社会
物流资源， 加强铁路货场向配送
中心转型升级， 构建 “双核多中
心” 的外集内配物流网络， 有效
链接上游供应商、 中游生产商和
下游客户， 积极探索搭建开放共
享的 “智慧物流信息平台+绿色
集疏运网络” 新模式， 在取得天
网 （京铁云平台） 与地网 （2+9
的绿色物流网络） 融合发展良好
社会效益的同时， 此次大红门绿

色物流配送基地的正式投入运
营， 实现了民生物资在河北涿州
集结， 通过小编组列车定时运输
至北京大红门基地， 由清洁能源
车再进行市内精准配送的绿色联
运流程。

除此之外， 北京铁路局还将
在2019年内进一步强化京津冀万
吨列车，绿色建材进京，煤炭、矿
石等大宗货物“公转铁”等服务新
举措和新产品。

全市常住人口2154.2万人 比上年末下降0.8%

京津冀启用铁路绿色物流配送基地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近
日， 国内首个公交立体停车楼项
目———二通厂公交立体停车楼机
械车库，整体建设已经接近尾声，
正式进入带车联动试运行阶段。

据了解， 二通厂公交立体停
车楼项目是首钢城运公司自主研
发、 拥有28项国家专利的全国首
个公交立体停车楼机械车库。 按
照整体规划， 停车楼高峰期运营

将实现169辆公交车的停放，并拟
规划8条公交线路。目前， 二通厂
公交立体停车楼设备安装、 调试
等建设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首钢
城运公司正在进行停车楼的 “带
公交车负荷联动试车”，真正举起
大公交。同时，首钢自主研发的车
库管控系统将与北京公交调度系
统进行整合对接， 最大程度满足
绿色公共出行的需求。

首钢试运行国内首个公交立体停车楼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昨
天了解到，28日首车起，北京公交
集团将在本市53条有人售票线路
中发售猪年生肖公交纪念车票。

据了解， 此次发行的猪年生
肖公交纪念车票每套共2张，主题
分别为 “猪年鸿运” 和 “金猪纳
福”， 每张纪念车票票价2元。1月
28日首车起，市民可在938路、810
路、924路等53条有人售票线路购
买猪年生肖纪念车票。 纪念车票
购买方式与日常公交车普票一
致， 乘客上车时按照所乘线路现
行票制票价购票， 下车时接受乘

务员检票，车票当日当次车有效，
持“一卡通”IC卡乘车的乘客与日
常刷卡乘车方式一致。 因数量有
限，售完即止。

具 体 发 售 线 路 ：938、810、
924、930、816、817、835、839、917、
917快 、937、848、840、 856、 915、
945、 852、 918、 942快 、 850、
850快 、 855、 944、 935、935快 、
989、973、916、868、970、980、987、
Y11、Y12、Y13、Y16、Y27、Y31、
Y32、925、889、884、880、870、966、
890、892、929、 941、 977、 977
快、 981、 982。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根据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月8日发
布关于2019年春节放假安排的通
知、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工
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
措施的通告精神，2019年2月2日
（星期六）、2月3日（星期日），2019
年2月4日至10日 （春节假期）期
间， 本市机动车不受工作日高峰
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限
制；非本市进京载客汽车不受7时
至9时、17时至20时禁止在五环路

（含） 以内道路行驶和9时至17时
按车牌尾号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
施的限制。

这就意味着自2月2日至2月
10日本市连续9天机动车不限行。
2月11日是春节长假后第一个工
作日，车辆限行尾号为“1和6”。

同时需要提示外埠驾驶员 ，
虽然春节期间暂时取消对外埠号
牌车辆早晚高峰限行措施， 但进
京车辆仍需按规定办理进京证
件， 外埠进京司机朋友可以在各

进京检查站办证处， 或者提前一
天利用“北京交警”APP申请办理
进京证件。

春节期间北京连续9天不限行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记者
近日获悉， 通州区潞城镇谢楼村
新修建的街心公园已投入使用。
据村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街心公
园面积600余平方米，园内种上了
银杏、黄杨、松树等，同时，4条曲
径将整个公园串联在一起， 公园
道路上铺设了鹅卵石， 在公园西
侧，还建起凉亭供村民闲坐聊天。

“现在公园所处的位置以前

是一个养鱼塘，荒废多年。后来有
人把鱼塘一部分填平， 建成了一
个旧货交易市场。”谢楼村一工作
人员称。去年3月，谢楼村启动拆
除私搭乱建、清理背街小巷工作，
村两委、 街巷长多次到旧货市场
做工作，市场负责人同意拆除。私
搭乱建拆除后， 原有的坑塘被垫
平， 在胡郎路升级改造过程中将
其规划成街心公园。

本报讯（记者 白莹）23日，金
世元名老中医工作室分站落户北
京市隆福医院。 重点解决中医药
理论研究、临床实践、传统中药制
备工艺等方面的问题， 且为满足
临床需要， 适应更多患者的服药
需求， 以传统中药制剂为基础开
发内部制剂的新品种、新剂型。

隆福医院作为三级中西医结
合的老年病医院， 将中西医诊疗

法融汇于老年医疗服务过程中。
医院引进中医学高学历人才，制
订以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科、老
年病科、呼吸内科、骨科为重点专
科的发展规划和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的具体措施， 着力打造名老
中医工作室。 金世元教授长期从
事中药鉴定、炮制、调剂及教学工
作， 对中药经典及中药临床药学
有较深的理论造诣和实践经验。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工作会上获
悉， 今年市民身边将再添31处城
市公园。

今年， 本市将以新一轮百万
亩造林为重点， 新增造林绿化25
万亩、城市绿地600公顷。全市森
林覆盖率将达到44%， 城市绿化
覆盖率达到48.46%， 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达到16.4平方米， 让首都
北京更美丽，更宜居。

在核心区和中心城区， 海淀
东升科技苑二期、丰台丰宜公园、
石景山新安公园等31处城市公园
为市民再添城市休闲空间， 东城
北中轴、 石景山衙门口等13处城
市森林则继续把近自然森林种进
城市，让市民享受高品质绿化。结
合疏解整治促提升，见缝插绿，新
建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50处，让
市民就近感受“小而美”。

平原地区绿海将相连成片 。

昌平回龙观天通苑， 朝阳十八里
店、孙河地区，大兴黄村、西红门
地区将通过拆迁腾退再添新绿。
昌平贺新森林公园、 朝阳朝南森
林公园等8处城市公园启动建设。
朝阳黑桥公园、金盏森林公园等3
处郊野公园建设也将继续推进。
一道绿隔地区公园总数将达到99
个， 新版城市总规确定的一道绿
隔 “城市公园环” 将基本闭合成
环，形成“一环百园”生态格局。

本市今年将新增31个城市公园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即日
起，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石
景山、 通州公安分局分别设立外
国人出入境服务厅， 受理外国人
工作、学习、团聚、私人事务4类居
留许可申请，特殊贡献、投资、任
职、 家庭团聚全部四类外国人永
久居留申请， 以及换补发外国人
永久居留身份证申请。

石景山公安分局外国人出入

境服务厅位于石景山区古城南里
甲3号，通州公安分局外国人出入
境服务厅位于通州区玉带河西街
67号院。 全市符合条件的外籍申
请人均可在两个外国人出入境服
务厅办理业务。办理居留许可前，
需登录“网上北京市公安局”网站
出入境管理模块进行预约， 打印
带有预约条码的申请表， 持相关
材料按约定时间地点递交申请。

本市增两个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厅

猪年生肖公交纪念车票28日起发售

通州一处旧货市场变身街心公园

国医大师工作室分站落户隆福医院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22日，
2018年度“感动海淀”十大文明人
物颁奖仪式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高文、冯
虞章、王彰贵等获得2018年度“感
动海淀”十大文明人物称号。

今年的“感动海淀”十大文明
人物评选活动， 突出科技创新的
区域特点，他们中有致力科研、教

书育人的院士、教授，也有探索创
新、引领发展的企业家、工程师，
有临危不惧、 勇斗歹徒的基层民
警，也有热心公益、关爱邻里的社
区居民。自2011年以来，海淀区已
成功举办八届十大文明人物评选
活动，推树了160余位道德模范人
物，“感动海淀” 成为海淀区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品牌。

“感动海淀”人物评选突出科技创新

去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361元

500条鱼、300个肘子、米粉肉
备起来……记者昨天从便宜坊御
膳饭庄了解到， 今年老字号备足
节日所需食材物资， 迎接宾客到
来。为使消费者满意，御膳饭庄还
推出了带有养生风格的春节套餐
和特色菜， 受到消费者欢迎。此
外，便宜坊旗下的锦芳元宵、宫廷
点心等外卖食品也准备充足，保
证消费者可以买到满意的食品。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京城老字号
备足“年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