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昨天
记者获悉，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于
近日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北京
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的实施意
见》，从市场准入、事中事后监管、
质量提升、政务服务、法制保障5
个方面提出28项举措， 全力优化
营商环境。

此次出台的《实施意见》营造
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 将允
许从事一般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按照《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的大类登记
经营范围， 保护市场主体的经营
自主权。 允许多个市场主体使用
同一地址作为登记住所， 进一步
释放住所资源。此外，《实施意见》
还重点针对破产、 被吊销企业注
销等情况，研究简化程序，加快市
场主体合法有序退出。

为进一步推动“证照分离”改
革， 市市场监管局将牵头起草北
京市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
试点的工作方案。 该局内部将在

市场主体登记实现告知承诺制基
础上， 分批次将市场监管部门符
合条件的政务服务事项纳入告知
承诺改革，简化政府审批方式。

在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
环境方面， 市市场监管部门将进
一步强化食品安全、 特种设备安
全和质量安全等重点领域监管。
对食品领域依法依规实行全覆盖
重点监管；对公众聚集场所、事故
多发和问题反映集中的特种设备
实施重点监督检查； 在产品质量

监管方面编制市场主体质量责任
和禁止性行为清单， 实现产品质
量安全市场监管规则公开。 在提
供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方面，市
市场监管局将积极关注12345市
民诉求、企业诉求，优化诉求处理
工作体系。

今年， 市市场监管局重点以
食品类相关许可等高频事项为切
入点，结合告知承诺制改革，分批
次探索开展市场监管部门证照联
办。此外，打造市场监管部门一体

化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 着力推
动各级政务服务事项全流程网上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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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记者 任洁）记者从
6月29日举行的北京市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市农贸市
场、餐饮食堂、商超、外卖、快递、
美发美容等行业所有从业人员
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已完成
采样118万人。

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陈言楷介绍，本市全面开
展市场防疫安全大检查，推动市

场主体开展环境消杀和人员核
酸检测采样工作，并要求市场在
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消杀情
况。6月15日以来， 共摸排15.7万
家市场经营主体， 包括全市319
家农贸市场，8.2万家餐饮食堂，
商超、便利店、菜店等5.9万家主
体以及1.6万家美发美容店。截至
目前，10.6万家已开业场所每日
均按照消毒指引要求规范完成

环境消杀工作。同时，市场监管
部门推动农贸市场、 餐饮食堂、
商超、外卖、快递、美发美容等行
业所有从业人员开展核酸检测
采样工作，已完成采样118万人。

市场监管部门建立联合执
法机制，整合城管执法 、商务等
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大执法检查
力度。近3日，共出动执法人员3.1
万人次，检查各类市场主体2.9万

家次，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防疫
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陈言楷表示，全市市场监管
部门将持续做好市场保供稳价
工作，进一步严格蔬菜等生活必
需品价格监管，严肃查处借疫情
防控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坚决
维护市场价格平稳有序 。6月12
日以来 ，共出动价格执法人员
1.97万人次，检查商户2万余户。

商超外卖快递等行业核酸检测已采样118万人

本报讯 （记者 任洁）6月29
日，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提出，针对新发
地市场相关人员，采取分类解除
隔离观察的程序与策略，其中之
前进行封控管理的市场周边小
区，若未出现病例则整体解封。

目前，新发地市场相关人员
主要包括新发地市场封控前被
采取集中隔离的人员， 以及5月
30日至6月13日市场封控前访问
过新发地市场综合交易大厅、访
问过新发地市场其他区域人员、
新发地市场周边封闭小区、目前
采取居家隔离的人员。

截至6月27日， 核酸检测结
果显示，上述人群风险度有所不
同。总体上看，牛羊肉综合交易
大厅从业人员风险最高，其次为
到访者和新发地市场其它区域

接触人员。
针对新发地市场相关人员，

本市的分类解除隔离观察程序
及处置策略包括以下几种：所有
集中隔离人员观察期满14天进
行核酸检测，若出现阳性 ，按照
现行工作规范要求进行处置；检
测阴性者再观察14天，经检测仍
为阴性解除观察， 返回社区。对
上述隔离期人员每日进行发热、
干咳、乏力、咽痛、鼻塞、流涕、腹
泻、嗅觉味觉异常等相关症状监
测，有症状者立即送往所在地区
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排查。

所有居家隔离人员观察期
满14天进行核酸检测，若出现阳
性， 按照现行工作规范要求处
置；检测阴性者，若为牛羊肉综
合交易大厅从业人员 、 访问人
员、 新发地其他区域的从业人

员，要继续居家观察7天，经核酸
检测阴性后解除观察。针对所有
人员每日进行相关症状排查，有
相关症状者立即送往所在地区
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排查；新发地
其他区域访问人员，隔离期满解
除医学观察， 此后7日内做好自
身健康监测 ， 外出做好个人防
护，出现异常及时就近前往发热
门诊就诊。

实行封控管理的小区解除
隔离分为三类：经营者乐园居民
自最后一例确诊病例的环境消
杀完成日算起，继续居家医学观
察14天，经核酸检测阴性后解除
管控。针对所有人员每日进行相
关症状排查，有相关症状者立即
送往所在区定点医疗机构排查。

其他11个小区内未出现病
例的小区整体解封，所有解除观

察人员须开展自身健康监测，外
出做好个人防护，有异常状况及
时就诊排查。 若后续出现病例，
按现行防控要求执行。

对于其他11个小区内出现
病例的小区，病例所在单元继续
实行封闭管控， 其他单元解封。
有病例的单元自最后一例病例
的环境消杀完成日算起, 该单元
内居民继续居家医学观察14天，
经核酸检测阴性后解除管控。该
单元内居民每日进行相关症状
排查，有相关症状者立即送往所
在区定点医疗机构排查。

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小区
解封前须开展评估工作，主要评
估人员管理是否严格到位，人员
体温和症状有无异常等，由社区
管理干部、专业防控人员 、物业
管理人员等共同组成。

本报讯（记者 任洁）北京
市疾控中心6月29日发布，6月
28日0时至24时， 本市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7例， 其中一
位为麻辣香锅店经营人员。新
发地疫情发生以来，本市已有
多家餐馆的员工被确诊。

在新增的确诊病例中，男
性3例，女性4例；平均年龄38
岁，最小25岁，最大56岁；按居
住地划分，丰台区5例、大兴区
2例。其中病例7为男性，40岁，
住址为大兴区北臧村镇皮各
庄三村，大兴区顺和源美食广
场麻辣香锅店经营人员，店铺
食材主要来源于新发地市场。
6月15日至6月25日居家隔离，
6月26日出现发热症状，由120
救护车转运至大兴区人民医
院就诊，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
性。6月28日确诊，临床分型为
普通型。

此外，新增的确诊病例中
还有一个女性从事家教工作，
具体为25岁，住址为丰台区花
乡（地区）新发地市场，近1年
在大兴区黄村做家教，父母为
新发地市场个体经营人员，平
时与父母同住。6月14日由专
车转运至集中隔离点进行集
中医学观察。6月16日被确定
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6
月26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6月27日由120救护车转运至
昌平区医院就诊，6月28日确
诊，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本次新发地疫情发生以
来，北京已通报多家餐馆出现
确诊病例，包括李记川菜菜馆
（首经贸西宸广场店）、北京红
花大海碗餐饮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面面俱到餐馆（新发地
冰鲜海鲜市场附近）、 老杨特
色烧烤店（高米店街道）、老郑
州烩面馆（北水嘉伦小区）、海
淀定慧谢小厨餐厅。 此外，河
北6月19日通报的1例确诊病
例的工作单位为丰台区南庭
新苑北区 “王师傅系列牛肉
面”李帅店。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副主任庞星火提醒，当前为
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切不能掉
以轻心，各行各业、街道社区、
乡村和单位都要高标准落实
防控措施。市民要继续保持防
护意识， 遵守相关防疫指引，
科学规范配戴口罩， 勤洗手，
常通风，不扎堆，不聚会，保持
安全的社交距离。隔离人员要
严格遵守防疫要求， 严禁外
出 ， 做好每日体温和症状监
测，出现任何身体不适及时报
告，按要求就诊。

11个未出现病例小区可整体解封
新发地市场相关人员实施分类解除隔离程序

本报讯（记者 任洁）考点入
口测体温 、 考点内全程佩戴口
罩、考场内考生人数从30人减至
20人、备用考点和备用考场一律
不使用中央空调……6月29日 ，
在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介绍了
今年高考的疫情防控安排。

2020年本市高考将在7月7
日至10日举行， 其中7月7日至8
日为全国统一高考时间，考试科
目是语文 、数学、外语3门；7月9
日至10日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等级性考试时间，考试科目为思
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
生物6门，考生自主选择3门。

本市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
共49225人，设17个考区。市教委

与市卫健委拟定了《北京市高考
中考疫情防控方案》。 全体考试
工作人员在考前进行核酸检测，
严格落实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
健康状况登记、考试全程佩戴口
罩、 入场体温排查等防疫措施。
考前每天掌握考生健康状况，特
别是考前第14天和第3天， 由区
考试中心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在
各学校、 各报名单位的配合下，
对所有考生进行健康状态监控，
无异常的考生可正常参加考试。

降低考场人员密度，将每考
场考生人数从30人减至20人。每
个考区设置1-3个备用考点校，
用于提前安排考前身体状况异
常、集中医学观察、居家观察或
居住小区封闭管理阶段考生的
考试。 每个考点校设置不少于3

个备用考场，用于安排考试当天
入场时健康检测异常或考试过
程中身体状况异常的考生考试。

集中医学观察的考生安排
在备用考点单人单场考试，由各
区专门安排车辆送考，实行全程
封闭管理；居家观察或居住小区
封闭管理阶段的考生，安排在备
用考点参加考试，考生座位间距
应不小于2米； 考试当天临时出
现发热等症状的考生，安排在备
用考场考试。

考前健康监控如发现考生
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
染者，须经专业评估后，再行个
案研究考生考试相关事宜，目前
尚无此类考生。

据悉，本市在高考期间将继
续执行送考不受车辆尾号限行

政策，对遇到困难的考生提供及
时帮助。

李奕表示，因为已有多周的
居家学习安排，为了稳定考生的
备考心情，减少聚集风险 ，高考
生不安排核酸检测，但各区会做
好检测准备， 若有疫情变化，会
及时进行研判。此外，中高风险
地区有安排考点，市教委将按照
“高之又高 严之又严”的标准进
行疫情防控，请考生和家长放心。

此外，2020年本市中考将在
7月17日至19日举行， 考生7.8万
人。李奕透露，中考将参照高考
工作方案和 各 项 防 疫 措 施 组
织实施 ，并视本市疫情防控形
势的变化 ，对中考组织的工作
方 案 和 防 疫 措 施 等 进 行进一
步调整完善。

每考场考生人数从30人减至20人
本市发布高考防疫安排 本市又有

餐馆员工中招！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出台28条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