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婧)在首都
机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
大学生志愿者也参与到机场服
务中。 3月23日，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党委书记顾晓园介绍 ，
在选派志愿者信息发布后 ，得
到了在京京籍学生的积极响
应 ，2小时内就组成了包括英
语 、日语 、韩国语3个语种的30
名学生志愿者队伍，同时选派3

名带队教师， 成为首都第一批
前往防疫一线的志愿者服务
队，到首都机场T3航站楼D区和
新国展集散点进行现场服务。

顾晓园介绍， 这支队伍中
男生10人、 女生20人， 平均年
龄21岁， 全部都是 “95后”， 其
中 “00后 ” 8人 ， 大二 、 大三
年级学生占到77%。 自上岗以
来， 学生志愿者们每天穿着防

护服、 戴着N95口罩和护目镜
在集散点忙活， 他们主要为外
籍旅客提供多语种翻译服务 ，
同时配合完成物资发放、 数据
统计和文案处理等工作， 平均
日工作时长10小时。 截至3月23
日， 二外志愿服务队累计服务
时长2703小时， 共为来自42个
国家和地区的438名外籍旅客提
供了多语种翻译。

北二外30名学生组成多语种志愿服务队

北京首次报告巴基斯坦输入病例

本报讯 （记者 李婧） 3月
23日， 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
海关副关长高瑞峰表示， 对入
境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疑似
病例、 密切接触者、 有发热和
呼吸道症状者， 一律转运定点
医院或移交地方联防联控机制
实施隔离观察并做好交接记
录。 对其他人员， 按照联防联
控机制及时将相关信息通报地
方有关部门。

高瑞峰介绍， 在检疫筛查

环节， 北京海关严格查验入境
人员健康申报， 实施健康申明
卡 “二次审核 ”， 确保信息可
追溯、 责任可追究； 实施两道
及以上的体温筛查， 对重点人
员在 “红外测温+点温枪测温”
的基础上， 用水银温度计进行
复测； 通关现场测温设备每天
进行5次以上校准 ； 实施医学
巡查， 在每一个旅检通关现场
都安排专业人员开展医学巡
查， 重点巡查出入境人员是否
有发热 、 乏力 、 咳嗽等症状 。

在检疫排查环节， 对重点人员
严格实施流行病学排查， 详细
询问出入境人员的基本信息 、
传染病症状、 旅行史/居住史、
接触史/暴露史等相关信息， 做
到 “疑似能定位 、 确诊可追
溯 ”； 严格实施医学排查 ， 根
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实施体
温复测 、 肺部听诊等医学检
查 ； 严格实施采样检测排查 ，
对有症状者， 采集鼻咽拭子等
呼吸道样本送实验室进行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

本报讯 （记者 李婧） 3月
23日， 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
星火介绍 ， 3月22日本市报告
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10例， 巴基斯坦首次成为确
诊病例来源国家。

据介绍， 3月22日10例境外
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主要有
以下特点： 确诊病例来源仍集
中于欧美国家 ， 其中 ， 英国4

例， 西班牙2例， 法国2例， 美
国1例 ， 巴基斯坦1例 。 其中 ，
巴基斯坦首次成为确诊病例来
源国家。 病例杨某某， 男， 27
岁， 山东籍， 翻译， 居住于巴
基斯坦。 3月20日从巴基斯坦伊
斯兰堡机场起飞， 经巴基斯坦
卡拉奇机场转乘CA946航班回
京， 3月21日抵京。 3月22日诊
断为确诊病例。 患者自述当地
居民均未佩戴口罩， 无严格的
管控措施。

庞星火介绍， 在流调中发
现， 很多境外输入病例存在去
超市逛街等外出情况， 且不戴
口罩 ，仍存在聚餐 、聚会 、与人
近距离接触现象。 她再次提示，
目前境外输入病例仍在增加 ，
建议境外人员疫情高发期间减
少外出、减少聚会聚餐、减少与
他人近距离接触。 如出现发热、
咳嗽等症状， 一定要及时到当
地医疗机构就诊， 遵守当地传
染病防控的相关要求。

本报讯 （记者 李婧）2月29
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医保局
和民政局联合开展为老年人
“送药上门 ”工作 。朝阳区作为
试点区率先开展，目前，47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已为家庭医生
签约的老年人提供了341人次
送药上门服务。

朝阳区副区长朱晟昨天表
示， 全区医保定点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通过代开药和委托社会
保障卡的方式满足65岁以上老
年慢病患者用药需求； 通过送
医送药上门解决失能老年人用
药问题。

北京海关：4类入境人员一律转运隔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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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朝阳区试点为老年慢病患者“送药上门”

怀柔启动40项工程加速中国影都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怀柔区获悉， 位于
怀柔区的中国影都建设今年将全
面提速， 40项全力推动中国影都
与科技融合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
重点建设工程， 正陆续启动。

据介绍， 此次启动的40项重
点工程， 包括全力推动已落户的
各重大项目建设、 提升市政及配
套服务水平、 影都开发和产业招
商、 加强生态治理等5个领域。其

中， 直接服务北京电影学院怀柔
新校区的有6项，除了全力推动新
校区一、 二期建设， 还将改造周
边河网、 提升供排水、 建设影视
人才社区和共有产权房等工作。

杨宋镇党委宣传部长喻思阳
介绍， 这40项重点工程的实施，
将有力推动影视产业布局向科
技、 娱乐等领域延伸拓展， 让中
国影都成为与怀柔科学城核心区
遥相呼应的城市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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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本市首次实现了工程款支付网上
办。 记者了解到， 市发改委会同
市交通委、 市财政局针对电子采
购全流程电子化需求， 共同研究
推 进 北 京 市 公 共 资 源 综 合 交

易 系 统与北京市政府采购管理
系统、 国库支付系统连接， 为招
投标活动市场主体提供在线资金
支付功能。

按照市交通委 《关于进一步
明确普通公路养护工程施工合同

价款支付工作的通知 》 有关规
定， 中标单位通过北京市公共资
源综合交易系统上传电子发票或
者纸质发票扫描件， 经招标单位
确认付款后， 7日内中标人便可
收到相应工程款项。

北京首次实现工程款支付网上办理

驾照期满换证可先办证后体检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北

京市交管局昨天发布消息， 针对
疫情防控期间驾驶人不方便到医
院体检的情况， 交管部门推出驾
驶证期满换证 “容缺” 办理新措
施： 对暂时无法提供身体条件证
明的， 交管部门将先予办理驾驶
证换证， 允许驾驶人在疫情结束
后补交身体条件证明。

交管部门表示， 驾驶人申请
前，凡有驾驶证记满12分、逾期未
审验、被扣押、扣留、暂扣、注销、
吊销、锁定、注销可恢复、撤销等
情形的， 不符合容缺办理期满换

证条件。
关于如何补交身体条件证

明， 交管部门表示， 共有三种方
式： 在今年年底前， 驾驶人前往
本市可以网络传输体检数据的医
疗机构进行驾驶人体检， 相关数
据自动传输到系统进行备案； 驾
驶人可持医疗机构出具的纸质驾
驶人身体条件证明， 前往全市任
意车管所、 车管站现场提交； 通
过邮寄方式， 驾驶人将纸质身体
条件证明寄递至北京市公安局交
管局车管所， 由工作人员录入相
关体检信息。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昨天，
市商务局以“云发布”的形式召开
线上发布会， 推动北京北辰会展
集团等22家北京会展业相关单
位，结成北京线上展会发展联盟。
联盟全体成员将搭建线上办展服
务平台， 为疫情期间展会项目线
上办展， 提供免费技术服务。

北京线上展会发展联盟由场

馆、 协会、 技术服务商、 分销平
台、 办展主体和媒体等6类成员
组成， 共计22家， 成员单位业务
领域覆盖线上展会全流程。 合作
内容包括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整
合行业协会、 展览场馆、 展会主
办单位、 参展商、 展会服务商等
要素资源 ， 实现线上办展办会
“一网通” 式服务。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记者
近日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 目
前北京定制公交联合北京经开区
城市运行局， 筹划开通经开区专
属定制公交线路， 首批6条专属
线路开启预售。 截至目前， 全市
已开通172条定制公交线路。

新增线路包括宏福路-开发
区交通服务中心 、 黄村火车站
北-隆庆街、 运乔嘉园-地铁荣

昌东街站的早班线路， 以及开发
区交通服务中心-宏福路、 隆庆
街-黄村火车站北、 地铁荣昌东
街站-运乔嘉园的晚班线路。

据了解，包括经开区新开的6
条线路在内， 全市范围内此次共
新增19条定制公交预售线路 。此
外，北京定制公交通勤线路享受6
折优惠由原定的2月27日至3月27
日延长至4月30日。

经开区新增6条专属定制公交线路

本市22家单位结成线上展会发展联盟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通讯员
乔斐） 记者昨天从东城区获悉，
疫情防控期间， 东城区政务服务
中 心 将 1188项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搬” 上网， 开通了网上预约功
能， 减少居民外出。

例如，通过线上对接，缴纳交
通罚款不用前往交通队和银行，
而是通过 “12123”APP即可完成

全流程。 开办企业或企业变更事
项，登录“北京市企业登记e窗通
服务平台”即可办理。特别是针对
为疫情防控服务， 在企业的经营
范围中增加销售口罩、 消毒液等
防疫相关内容的， 区政务服务中
心开通了即来即办的 “绿色通
道”，网上申请增加医疗器械的经
营项目，帮助企业快速办理。

东城1188项政务服务“搬”上网

本报讯 （记者 邱勇 ） 记者
从北京动物园获悉， 3月23日起，
北京动物园正式恢复开园， 开放
室外公共游览区域。 同时， 园方
开通网络实名预约购票， 保障疫
情防控期间市民游客游园安全、
有序。

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避免人员聚集， 北京动物园自1
月24日起实行全面闭园管理措

施。 北京动物园经营管理科科长
任旻介绍， 北京动物园现已启动
春季客流管控措施， 以预约购票
的方式保障安全有序的游览秩
序。 在园游客量接近往年平日瞬
时承载量的30%时， 将适时暂停
游客入园， 并与属地部门联动调
控。 游客可登录 “北京动物园购
票平台” 微信公众号， 提前1天
以上进行实名预约购票。

北京动物园恢复开园

3月23日， 玉渊潭公园内花
姿娟秀的早樱吸引了游客和摄影
爱好者们在树下拍照， 公园巡视
人员手持喇叭对拍照游客进行提
示及引导 ， 现场游客也十分配
合， 游园秩序井然。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玉渊潭樱花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