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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艳 通讯员
李玉凤 杜晓婧）6月 23日 ，9个高
3.5米 、 占地70多平方米的拱形
气膜舱，14台自动化核酸提取设
备， 坐落于北京大兴区体育中心
综合馆的北京首座气膜版“火眼”
核酸检测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

据悉 ， 这个可移动 、 自动
化、 大通量的核酸检测实验室，
在试运行期间， 每天可检测万余
人份样本， 正式运行后， 可满足

每天最高三万人份检测需求。 这
将大幅提升北京核酸检测能力，
缓解当前核酸检测压力。

华大基因北区首席代表刘心
介绍， 气膜版 “火眼” 核酸检测
实验室的整体功能、 布局和传统
实验室是一致的， 通过对实验室
模块化的创新， 依托气膜材料快
速搭建起符合核酸检测实验室标
准的主体建筑， 从而加快实现核
酸检测实验室的搭建。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 端午
假期 （6月25日至27日）， 受疫情
防控升级和管控措施影响， 预计
市民出行将以市域内短途客流为
主。 高速公路进出京交通量将处
于较低水平， 预计较去年同期降
幅在40%至50%之间。

据预测， 端午期间， 高峰时
段全市路网交通运行预计均处于
畅通或基本畅通状态。 地面公交
满载率不超过90%， 并持续监控

车辆满载情况， 进一步优化运营
调度， 通过跨线调度、 增加区间
车等做法提升运力。 实时监控途
经新发地周边17条线路的客流及
运行情况， 落实周边5条线路绕
行、 区间措施， 并做好新发地人
员返程运输准备工作。

另外， 重点关注线路通行状
况， 根据交通管控和道路封路、
断路情况， 及时采取区间、 绕行
等临时调度措施 ， 合理调配运
力， 满足市民出行。

端午假期预计市民出行以市域内短途为主

本报讯（记者 任洁）教育部6
月23日发布， 教育部临床医学专
业认证工作委员会以 “无条件通
过” 成绩正式获得世界医学教育
联合会 （WFME） 医学教育认证
机构认定， 这标志着我国医学教
育标准和认证体系实现国际实质
等效， 医学教育认证质量得到国
际认可。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是由世
界卫生组织 （WHO） 和世界医
学协会 （WMA） 于1972年联合
创办， 以保障全球医学教育质量
为宗旨的非政府国际组织。 各国
医 学 教 育 认 证 机 构 只 有 通 过
WFME机构认定， 其认证结论才
被认可， 认证过的医学院校的毕
业生才能被全球健康卫生行业所
接受。

我国2008年成立教育部临床

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 经过
十余年的探索实践， 已建立与国
际实质等效的认证制度体系，组
织完成了全国106所医学院校（占
比76.3%） 的临床医学专业认证。
2020年6月，WFME资格授予证书
正式确认： 全面认可中国教育部
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的
资质、认证标准与流程、认证后的
监督、决策过程；工作委员会所认
证的高校的医学教育质量已达到
合适且严谨的国际标准。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表
示， 获得认定是我国高等教育领
域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
破， 说明中国医学教育得到全球
医学教育权威机构认可， 中国医
学毕业生有了学位互认的一张国
际通行证， 为中国医学毕业生跨
国界流动提供了一张入场券。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6
月23日， 记者在北京市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 北京铁路部门
对6月16日24时前已购的进出
北京地区各次列车有效车票免
费办理退票手续， 并对有关高
风险群体全面实行购票限制，
加强出京人员登车前体温检
测、 核酸检测证明查验、 在途
健康管理等各项防疫措施， 最
大限度阻断传播渠道， 严防北

京疫情风险外溢扩散。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

公司疫情防控办公室客运组主
任崔巍在发布会上介绍， 综合
考虑前段时间北京核酸检测实
际和确需出京的低风险旅客客
观需求， 铁路部门前期对已经
购票、 在登车环节确有困难提
供北京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的部分旅客，给予登车放行。
随着北京市核酸检测能力迅速
大幅提升， 广大旅客进行核酸

检测已日趋便捷， 从严格出京
管理出发， 自6月23日零时起，
铁路部门已在全市各站点严格
执行出京旅客登车前核酸检测
证明查验措施，对于无法提供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旅客
劝阻登车。 他表示，在坚持“非
必要不出京”的基础上，对于确
需离京的旅客， 应提前到公布
的核酸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并
持7日内检测阴性证明登车 ，
配合做好查验工作。

乘火车离京需提供7日内核酸检测证明

本报讯（记者 赵思远）6月
23日， 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检疫检测工作组副
组长、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副主任张华介绍了北京市全面
开展核酸检测工作进展情况。

从6月 12日开始至 22日 0
时，北京市对重点地区、重点人
群累计采样294.8万人，累计检
测量234.2万人。 高峰时期，各
区共设置采样场所480个，采样
点位2422个，组织二三级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第三方医
学检验机构和疾控部门共7472
名工作人员参加采样。

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
下， 北京市卫健委持续提升北
京市二三级医疗机构的检测能
力， 同时发挥第三方检测机构
优势，依托其规模优势、人才优
势， 大幅提升检测能力， 满足
“应检尽检” 和 “愿检尽检”需
要。目前，北京市日核酸检测能
力已由4万份提升至30万份以
上。如按照规定比例进行混检，
日均可检测100万人以上，全市

核酸检测工作将进入快车道。
张华表示， 市卫健委专门

抽调实验室管理和卫生监督执
法力量， 制定核酸检测质量控
制和安全管理工作方案， 对样
本采样、包装、运输、检测、结果
报告等关键环节实施全链条规
范、全流程管控。选派卫生监督
员，一对一进驻第三方检测机构，
现场开展督质量、督能力、督进
度、督时效“四督”行动。同时，
还建立了约谈机制， 督促各检
测机构落实主体责任， 提高检
测效率，保障质量安全。

北京首座气膜版“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投用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6
月23日， 记者在北京市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 北京市文旅局
将采取一系列疫情防控、 安全
管控和市场秩序整治措施， 让
市民能够 “安全游 ” “健康
游” “放心游”。

据北京市文旅局一级巡视
员周卫民介绍， 今年端午节期
间， 北京对各景区将严格限量

管理， 强化分时预约， 实现错
峰游览。 严格按30%限流开放
旅游景区室外部分， 暂时关闭
旅游景区室内部分 （含溶洞）。
坚持旅行社跨省际游和 “机+
酒” 业务暂不开放， 对本市旅
行社只开放 “北京人游北京”
业务， 不接受本市中高风险地
区人员参团旅游。 坚持演出场
所、 娱乐场所、 上网服务场所
等文化场所暂不开放。 市、 区

两级图书馆、 博物馆、 美术馆
等室内公共场所要分时预约、
限流30%。 暂停拟在端午节举
办的线下大型文化旅游活动，
相关活动主要在线上举办， 严
防人员扎堆集聚。

此外，市文旅局对公园、景
区附近区域以及网红打卡地、
风景秀丽的河道、沟域、道边、
绿地等游人可能聚集的非旅游
景区，也将加强现场疫情防控。

我国医学教育认证体系获得国际认可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通讯员
陈燕） 6月23日， 海淀区海淀街
道举行小南庄小区、 苏州桥西小
区、 三义庙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
暨物业管理委员会党支部成立大
会。 同日， 花园路街道办事处出
具花园北路35号院、 北太平庄路
3号院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 这
是海淀首批成立的5个物业管理
委员会， 将为全区推广组建物管
会 “打样”。

据了解， 今年海淀区将在515

个居住小区成立业委会 （物管
会），6月至7月为试点引领阶段，
每个街镇分别至少选取一个符合
条件的小区组建业委会、 选取一
个符合条件的小区组建物管会。
在试点过程中夯实工作基础后，
进一步推广组建业委会、物管会。
目前， 海淀各街镇已全面启动试
点小区业委会 （物管会） 组建工
作， 并着力开展辖区内各小区的
物业管理区域划分、 业主情况摸
排等基础工作。

海淀成立首批5个物管会

本报讯 （记者 盛丽）6月23
日，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获悉，北
京定制公交在全面做好各项防疫
措施的同时，7月份延续优惠票价
活动，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优
惠的定制通勤服务。

即日起至7月31日期间，北京
定制公交将继续实施以下优惠政
策：月卡享受5折优惠。次卡购买，
即一次性购买5个（含）以上工作
日的票，享受6折优惠。一次性购
买1-4个工作日的票，享受7折优

惠。预售线路车票预订，享受6折
优惠。新开行线路车票购买，开行
当月内享受6折优惠。

北京定制公交7月继续延续优惠票价

本市累计核酸检测294.8万人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昨
天， 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 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了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农贸市场
消毒指引。

据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曾晓芃介绍， 农贸市场
消毒的重点范围是市场水产品
和肉类食品售卖区域及公共区
域，其他区域也应进行消毒。消
毒的重点为可能接触的表面，
如地面、台面、运输车辆及各类
工具、称量工具等。

不同的消毒对象， 消毒方
法、 消毒剂种类各有不同。水
产、肉类销售区的地面、摊位表
面及案板、刀、剪刀、秤等宰杀、
切 割 、 称 量 工 具 ， 应 使 用
1000mg/L的含氯消毒液充分
喷洒或擦拭至全覆盖， 消毒作
用30分钟后，清水冲洗干净。水
产、 肉类销售区的冰箱食品清
空后，断电、恢复至室温，内表
面使用 2000mg/L季铵盐类消
毒剂擦拭消毒， 作用时间30分
钟，清水擦净，或者用75%酒精
擦拭消毒两遍 。 外表面使用

1000mg/L的含氯消毒液擦拭
消毒，作用时间30分钟，清水擦
净。蔬菜、水果等其他销售区的
消毒方法与水产 、 肉类 区 相
似 ， 消 毒 剂 使 用 浓 度 降 为
500mg/L， 具体 可参 照 农 贸
市场消毒指引 。 公共区域主
要 针 对地面和可能被污染的
墙壁等表面，门把手、扶手、公
平秤等物体表面， 卫生间的地
面、洗手台面、门把手、水龙头
等， 以及拖布、 抹布等卫生用
具， 用含氯消毒液喷洒或擦拭
消毒，不留死角。

本市发布疫情防控期间农贸市场消毒指引

本报讯（记者 赵思远）6月
23日， 记者在北京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 今年端午节北京
市原则上不组织线下文化活
动，采取线上方式“云”过端午。

据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杰群介绍， 今年端午节北京
将推出“云彩朵朵”线上8项主

打活动，同时还将开展“云游端
午”“云赏端午”“云乐端午”“云
话端午 ”“云演端午 ”“云购端
午” 等线上6大品类、70多项重
点文化活动，有32家网站参与，
注重文化与旅游、消费、体育、
科技等融合促进， 营造浓厚的
节日氛围。

王杰群表示， 今年全市端

午节文化活动着力体现 “健康
风 ”“传统味 ”“时代感 ”“群众
性”四个特点，端午节习俗的核
心是祛毒禳灾、 保健康、 求吉
祥， 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卫生防
疫常识。当前，恰逢市民群众正
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考
验，科学防疫、健康祈福成为人
们身之所需、心之所向。

北京推出70多项文化活动打造“云”端午

端午期间北京暂时关闭旅游景区室内部分

日核酸检测能力提升至30万份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