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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用气每立方米下调0.02元
“供暖季”本市管道天然气价格15日起调整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从
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15日起，本
市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 非居民
供热价格相应调整。

根据上游供气价格变动情
况， 本市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
售价格 ： 自 2019年 11月 15日至

2020年3月15日，执行采暖季季节
性价格， 在现行基础上上浮0.26
元/立方米；自2020年3月16日起，
取消上浮， 按照国家降低本市天
然气门站价格的水平， 在现行基
础上下调0.02元/立方米。 同时，
居民用管道天然气价格也有所变

化。 按照本市居民生活用气上下
游价格联动机制，自11月15日起，
本市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
相应下调0.02元/立方米。

受本市非居民天然气价格变
动情况及本市供热企业供热成本
变动情况影响， 今冬采暖季起本

市非居民供热价格也作出了相应
的调整。 非居民供热价格的收费
计算方式有按面积收费和按热计
量收费两种， 其中： 按面积收费
的， 每建筑平方米统一上调3元。
城六区、 郊区非居民供热价格分
别由现行的每建筑平方米42元和

40元调整为45元和43元。 按热计
量收费的， 计量热价每千瓦时统
一上调0.11元，城六区、郊区非居
民计量热价分别由现行的每千瓦
时0.25元和0.22元调整为0.36元和
0.33元， 基本热价仍保持每建筑
平方米18元不变。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
区建设工程于11月8日正式开工。

通州院区未来作为安贞医院
主院区，编制床位1500张，项目建
成后， 临床科室建制包含急诊危
重症中心、心脏内科中心、心脏外
科中心、小儿心脏中心、综合内科
中心、综合外科中心、健康管理中

心等， 在心肺血管救治特色基础
上凸显综合优势， 为患者提供预
防、治疗、康复为一体的覆盖疾病
全过程的医疗服务。 同时， 为以
心、肺、脑血管为重点的全身血管
性疾病，创伤疾病，感染性疾病患
者提供优质高效的救治服务，为
突发公共事件提供医疗卫生应急
救援保障。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11月
7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北京
社会主义学院共同举办统一战线
与“一带一路”研讨会。会议以统
一战线如何助推“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深入开展研讨。研
讨会收到来自40个单位80多位专
家学者的74篇论文， 经遴选后编
入公开出版的《统一战线与“一带
一路 ”———2019统一战线前沿问
题研究文集》。

会议特邀清华、北大、人大知
名专家作主旨发言， 分享各自的

研究成果。与会专家学者认为，统
一战线在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
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要自觉
承担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这一
重要使命， 积极参与到这个伟大
实践中来，最大程度的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为建设“一带一路”贡
献强大持久广泛的力量支持，助
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

与此同时， 与会专家学者还
就统一战线各领域在参与 “一带
一路” 建设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了
深入研讨，在华侨华人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机制、推进民族宗教
文化交流合作渠道、 非公经济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途径等方面
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8日 ，
由北京朝阳医院主办的北京市精
准用药研究与应用中心暨医药协
同创新联盟战略合作会议举行。

北京市精准用药研究与应用
中心由朝阳医院于2019年7月发
起成立， 是集新药临床研究和以
精准用药技术发现为目标的研究

及转化平台。 中心的主要任务是
依托研究型病房建设 ， 整合资
源， 高质量承接新药临床试验；
以多维组学技术为依托， 开展以
精准用药为目标的生物标记物的
研究及开发； 开发具有药物临床
应用决策能力的个性化用药数据
库及预测模型等。

本市精准用药研究与应用中心成立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刘满清） 11月6日， 东城城管联
合公安、 食药监、 工商等部门在
故宫周边的飞龙桥胡同摸排时，
发现一处藏在院落内的糖葫芦窝
点， 现场查扣1500余串半成品，
加工原料170余斤。

从现场查扣的半成品和原材

料来看， 箱子里的山楂是没有经
过清洗干净的， 有的表面还有泥
土及其他污渍， 放在纸箱里的黑
枣串， 一部分已经长出白色的真
菌而霉变了。 据了解， 执法人员
现场共查扣1500余串半成品， 加
工原料170余斤， 公安部门已对
房屋住户开展调查。

东城一处深藏院落糖葫芦窝点被查

首都统一战线召开“一带一路”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今
年， 北京市发改委先后批复给
予房山区石楼消防站、 顺义区
北小营消防站、 丰台区郑常庄
消防站等多个建设工程资金支
持。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
了解到，据统计，截至目前 ，本
市共有168座消防站，其中城六
区80座，远郊区88座。预计今年
还将建成2座，年底本市消防站
总数将达到170座。

按照“十三五”规划，北京
市“十三五”时期共计划新增消
防站55座。其中，目前已建成34
座， 其余21个正在陆续开工建
设，预计2020年底前，55座消防
站将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消
防站总数将达到190座。

标准消防站建设的同时 ，
一种“另类”的消防站也在建设
中。 微型消防站是在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和社区建设的最小消

防组织单元。 需要配备必要的
消防器材， 依托单位志愿消防
队伍和社区群防群治队伍进行
建设。在本市，目前已有81座微
型消防站建成并投入执勤备
防，10座在建。此外，本市今年
还加快了城市副中心消防指挥
中心及特勤消防站、 延庆康庄
及新机场等消防站的建设，市
级第二训练基地、 第二战勤保
障基地也将力争明年开工。

年底全市消防站总数将达到170座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赶在
“11·9” 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日，
位于朝阳区广渠路， 高碑店乡
半壁店村小型消防救援站正式
挂牌。今后，北至高碑店、南至
王四乡、西至南磨房、东至北花
园地区如有火灾发生， 该消防
站将在“3分钟内出警”。

半壁店村小型消防站位于
广渠路与高碑店路交叉口西北
角，目前，该消防站现有消防员

20名，消防车12辆，包括载水量
6吨和3吨的消防车各2辆。据朝
阳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前，高碑店乡多是以村(社区)
为单位的微型消防站，规模小，
处置火情等级低。为此，区消防
支队、 区政府及高碑店乡政府
等部门经过多方调研， 决定在
该处建设一处小型消防站。在
该地区，如有火灾发生，在公安
和消防支队到达之前， 消防站

里的消防队员在3分钟内出警。
如遇到水灾、 陆地严重交通事
故等， 消防员可对处于危险中
的人员展开援救； 如遇到自然
灾害、 化学危险品泄漏等灾害
时，消防员可展开救援。

半壁店村小型消防站建成
后将纳入市119指挥中心统一
调度， 站内的消防队员也将接
受专业训练， 一旦辖区发生火
情，居民可拨打119进行求助。

朝阳半壁店村小型消防救援站揭牌
3分钟内可出警

东城表彰17名优秀社区消防宣传大使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8

日，东城区举行第二十九届119
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仪式上，
为17名优秀社区消防宣传大使
进行了颁奖， 同时还为东城区
消防宣传大使颁发了聘书。

当天， 在主会场的装备技
能展示区， 消防指战员展示了
消防器材装备，还演示了“夹乒
乓球”“ 切钢丝” 等消防技能，
并现场指导市民进行学习和尝
试。在模拟真实体验区，消防指
战员引导市民体验地震车、烟
雾逃生帐篷等。

据悉， 东城区各街道将相
继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活
动，各基层中队流动宣传队、消

防宣传分队也将走进各单位、
社区、 重点防控区域开展消防

宣传活动。 图为启动仪式上进
行消防器材展示。 周美玉 摄

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开工建设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首都职
教国际青年创新创业技能大赛暨
第三届“中英‘一带一路’国际青
年创新创业技能大赛” 北京赛区
昨天在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举行颁
奖仪式， 财贸职业学院等北京赛
区选拔出的优胜团队将于12月赴
湖北参加中国区总决赛。

本次大赛得到市教委的大力
支持， 吸引了全市17所职业技术
学院派出46支参赛队共计260名

师生代表参赛，其中高职30支，中
职16支。

据悉， 市教委同英国国家创
新创业中心NCEE2018年签署合
作协议以来， 借鉴英国创新创业
教育经验进行本土化创新创业教
育生态建设， 依托成立的中英创
业创新联盟（北京）打造了首都职
教赛事平台， 向首都职业院校教
师提供了中英创新创业教育教学
实践最新案例和研究成果。

职校双创技能赛优胜队将进军全国

住住博博会会开开幕幕 绿绿色色唱唱主主角角
8日，第十八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

开幕。此次住博会以“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为主题，重点介绍国内外最新
装配式建筑技术，宣传绿色环保理念。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