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 28
日， 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第135场新闻发
布会上， 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
王洪存介绍了端午节期间全市
市场保供稳价情况。

王洪存介绍，节日期间，本
市粮油、 肉蛋菜奶等主要生活
必需品货源充足、价格平稳、秩
序良好。 国家发改委组织协调
的外埠进京蔬菜持续增加，河
北高碑店、平谷马坊、廊坊万庄
3个蔬菜中转调运站累计调运
蔬菜11910吨。同时 ，商务部还
指导中国农产品流通协会紧急

启动联动机制， 通过河南万邦
等14家大型批发市场集中与北
京采购商进行直接对接。 发挥
“农蔬疏” 电商平台的作用，为
北京商超、社区店供应西红柿、
土豆、冬瓜等累计2500余吨。

据介绍， 各区商务部门全
力以赴保供稳价。 朝阳区组织
大洋路、 京客隆等大型批零企
业，从山东、河北调配生活必需
品6000余吨。 石景山区组织河
北顺平“尧乡仙桃”进京，万余
斤扶贫果蔬端午节前连夜进京
摆上货架。 丰台区依托志广富
庶、百舸湾等直通车企业，及时

组织蔬菜供应企业为封闭小区
和疫情小区提供点对点服务。
顺鑫石门市场采取租金减免等
鼓励措施， 引导商户增加农产
品库存，日均交易量超2000吨。

此外， 按照国务院新冠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生活物资
保障组 《关于做好保障首都生
活物资供应相关工作的紧急通
知》要求，北京市与内蒙古、云
南等13个省区建立了工作对接
机制。新开发的“蔬菜进京分省
对接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开通第二日， 平台认证用户数
量325家，访问量1.5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北京市
住建委近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
强施工现场疫情防控有关工作的
通知》，根据通知，市住建委强调
施工现场疫情防控“十个从严”。

通知提到， 从严落实施工现
场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从严扩大
高风险人员核酸检测范围， 建立
市区住建部门核酸检测应急联动
机制。 从严实施施工现场封闭式
管理， 严格落实封闭式集中管理
各项措施，施工现场和生活区、办
公区的出入口， 必须由专人负责
对进入人员进行测温、登记，核对

人员“北京健康宝”情况。施工现
场人员居住应按照工作单位、专
业分工、 作业区域等实施分片划
区管理，各类人员要做到不聚集、
不扎堆、不聚餐；施工现场餐厨人
员、后勤服务人员、保安保洁人员
应单独安排居住。 从严管控施工
现场人员出入。 从严实施分类管
理保障工程施工秩序。 从严落实
施工现场重点区域疫情防控措
施。从严落实疫情信息“零报告”
制度。 从严做好疫情防控物资保
障。 从严抓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工作，全面排查深基坑、高支模、

起重机械、有限空间、临时用电等
安全隐患。 从严落实汛期防汛措
施，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备足
防汛物资和设备，加强雨前排查、
雨中巡查工作。

本市强调施工现场疫情防控“十个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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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端午节期间，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航天总医院、 丰台中西医结合
医院等十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坚守岗位， 为卢沟桥乡常住人口进行核
酸检测， 3天共检测16万人。 本报记者 陈艺 通讯员 张雪峰 摄影报道

节节日日里里的的坚坚守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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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通讯员
常广瑛） 上周， 门头沟区教委机
关、各中小学校、直属单位及大峪
中学内高班共计2860名教职工和
338名学生进行了核酸检测。门头
沟区教委表示， 根据中高考的要
求， 该区将对高三初三考生及组
考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确保每一
位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在采集现场， 组织方严格落

实测温、登记、戴口罩、一米线、消
毒等防控措施，避免人员聚集。每
个采样点有两名医护人员相互配
合，其中一人身穿防护服和脚套、
戴护目镜，负责采集咽拭子；另一
人负责登记， 整个采集过程井然
有序。据了解，门头沟区教育系统
前期完成了对幼儿园1768教职工
和全系统食堂员工518人的核酸
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记者从
市重大项目办获悉，6月28日，随
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注完成，地
铁16号线丰台站克服疫情影响，
提前两天完成了车站主体结构封
顶任务。 丰台站主体结构封顶后
将移交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
公司。

据介绍， 地铁16号线丰台站
位于国铁下方， 与丰台火车站一
体实施建设。 地铁16号线丰台站
总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设两个
换乘厅， 分别与丰台火车站及既
有10号线实现换乘。 据建设管理

单位京投所属北京城市快轨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北京地铁16号线是一条贯通南北
的地铁骨干线，途经海淀、西城、
丰台三个行政区。 该线路北起北
安河站，南至宛平站，线路全长约
49.8公里，全部为地下线。16号线
北段（北安河-西苑）已于2016年
底先期开通，16号线中段（西苑-
甘家口） 力争今年底达到初期运
营条件。地铁16号线全线建成后，
将有效缓解西北三环地区、 丽泽
商务区、 丰台科技园区等重要城
市功能区的交通压力。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从市交通委获悉， 从6月28日
起， 北京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
格认可”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一
网通办、 全程网办、 跨区协办、
全市可办”。 申请人可网上申办
或到全市任一交通运输政务服务
窗口申办， 该事项将涉及30余万
交通从业人员。

此次推出的 “道路运输从业
人员资格认可” 包含12个办理事
项， 包括道路货运经营驾驶员资
格认可， 道路客运经营驾驶员资
格认可等。 申请人线上办理的，

可登陆首都之窗、 市交通委政务
网站、 市交通委智能政务网上办
事平台任一网络端口提交申请；
线下办理的， 可到全市任一交通
运输政务服务窗口提交申请和相
关材料。

据悉， 这12个办理事项的办
理时限仅为0.5个工作日，申请人
可线上自助下载打印或到全市任
一交通运输政务服务窗口现场领
取办理结果。 成功申领从业资格
证的，将自动生成《道路运输从业
人员从业资格证》电子证照，与纸
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认可”可网上办理

公立医疗机构核酸检测价格降至120元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 昨

天， 记者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第135场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 北京公立医疗机构核酸
检测价格由180元降至120元。

据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 、
新闻发言人杜鑫介绍， 随着疫
情防控形势发展变化，5月19日
起，市医保局、市财政局等有关
部门进一步将国家和本市规定
的“应检尽检”人群纳入保障范

围， 参保人员在医保定点医疗
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的， 按规定
予以报销， 个人负担部分由市
区两级财政负担。

为降低核算检测成本和群
众费用负担， 结合检测试剂价
格变化情况， 市医保局会同卫
生、 财政等部门同步调整了核
酸检测项目价格，从6月25日起
全市公立医疗机构核酸检测价
格由每次180元降低至120元 ，

该价格为最高政府指导价，医
疗机构不得上浮， 但可根据自
身情况下浮调整。 非公立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在为参保人员提
供核酸检测服务时也按照上述
政策执行。 非公立非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如第三方检测机构、
非医保定点私立医院等） 按照
国家及本市相关规定， 实行市
场调节价管理， 检测价格由机
构自主制定。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 28
日， 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第135场新闻发布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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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强介
绍，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并不
意味着取得了“通行证”，不能
掉以轻心。 特别是集中观察和
居家观察人员，要严格做到“足

不出户”，避免出现交叉感染。
6月28日起，全市进行扫尾

检测，确保“应检尽检”动态清
零； 对正在集中观察的新发地
市场牛羊肉大厅相关人员，观
察期满后进行二次核酸检测和
抗体检测； 对新增中高风险地
区人员实现动态随检。 有检测
需求的市民， 可按照就近原则
选择检测机构、 提前预约登记

进行核酸检测。 对经核定但不
能履行预约、 按时出结果等承
诺的机构， 行业主管部门将依
法依规作出相应处罚。

同时， 全市正在逐步推出
便民检测举措，比如，布置街头
小型方舱或移动采样车， 把检
测设备建在市民家门口、 单位
门口，满足常态化、多样化检测
需求。

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 并不意味取得“通行证”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6月
28日， 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第135场新闻发布会
上， 丰台区委副书记、 区政府
代区长初军威介绍了丰台区隔
离点的有关情况。

初军威介绍， 新发地市场
聚集性疫情发生以来， 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丰台区
及时采取措施， 对相关高风险
人群进行了快速有效的集中隔

离， 并同步开展核酸检测150
万人， 做到中高风险人群应检
尽检。 自6月13日凌晨3时新发
地市场实施封闭管理以来， 截
至27日24时， 丰台区累计确诊
212例 ， 无症状感染者 18例 ，
疑似3例。

从近期确诊病例的情况
看， 丰台区病例主要发现在集
中隔离点。 经专家评估， 牛羊
肉综合大楼相关人员为疫情极

高风险人群。 初军威表示， 本
着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安全负
责的态度， 基于疫情防控的工
作需要， 现决定对牛羊肉综合
大楼相关集中隔离人员在原来
14天的基础上再延长集中医学
观察14天。

下一步， 将全面开展隔离
点大检查， 查缺补漏， 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 确保隔离观察措
施严谨、 严细落实到位。

新发地牛羊肉综合大楼人员延长隔离14天

记者昨天从便宜坊旗下老字号御膳饭庄了解到， 因为开发了网红
外卖菜， 一个月的经营额由原来的2万多元翻倍到4万多元。 端午节期
间， 使用优质材料新开发的鲜蛋黄肉粽大受食客欢迎， 销售额与之前
相比提升九倍。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网网红红外外卖卖菜菜经经营营额额翻翻倍倍

门头沟全体教职工完成核酸检测

地铁16号线丰台站主体结构封顶
预计明年投入运营

本市各区商务部门全力以赴保供稳价

医疗机构不得上浮 可根据自身情况下浮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