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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节”北京接报刑事、治安警情双下降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 ，“双
节”期间，全市接报刑事、治安警
情环比分别下降22.3%和19.2%。

节日期间， 市公安局严打严
整黄赌毒、盗抢骗、黑车黑摩的、
黑导游等影响节日氛围和群众切
身利益的违法犯罪， 同步加强电
信网络诈骗宣传防范、规模打击，
先后破获案件840余起。

市公安局环食药旅部门牵动

相关警种、属地分局与市、区两级
行政部门捆绑作战， 开展联合执
法近400次，检查宾馆、旅行社、购
物商店2200余家，车辆8200余辆，
查处公园景区周边呲活揽客、黄
牛倒票、 黑导游等秩序类违法人
员25名。同时，市公安交管部门以
交通枢纽、热门景区特别是乡村、
山区道路等为重点， 日均部署警
力4000余人，加强路面秩序维护、
优化交通疏导管控。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近
日了解到，2020年首都市民系列
文化活动即日起启动北京市戏曲
小票友京剧大赛， 北京市群众戏
剧、短剧作品大赛，北京市戏剧类
原创作品征集评选共三项活动。

据了解， 北京市戏曲小票友
京剧大赛报名截至10月25日。热
爱京剧艺术，年龄在5周岁至17周
岁的青少年均可以个人名义报名
参赛。 比赛谢绝京剧戏校在册正
式学员以及专业京剧院团的少年
演（学）员。北京市群众戏剧、短剧
作品大赛报名截至10月25日，大
赛分为成人组和青少年组。 北京
市戏剧原创作品征集评选报名截
至11月20日。 群众文化工作者和

广大群众创作、 编导和表演的戏
剧类文艺作品都可以参赛， 作品
的创作时间需在2018年3月以后，
且经常参与公益性演出， 并获得
群众广泛好评。

三项活动报名详情可登录北
京文化艺术中心和北京各区文化
馆网站、微信公号查询。

包括基础设施、民生改善、“高精尖”产业项目等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从

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即日起，
2021年市重点工程征集工作正式
启动。 本次项目申报重点具体包
括基础设施项目、民生改善项目、
“高精尖”产业项目和其他重点工
作事项涉及项目。

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机
场、国铁、轨道交通、市郊铁路、城
市路网、枢纽及停车设施、综合管

廊、供水工程、水生态治理、垃圾
固废处理、能源设施等项目。民生
改善项目主要包括政策性住房，
人才社区 ，教育 、医疗 、养老 、文
化、体育等设施，园林绿化、公共
空间提升、老旧小区改造、传统商
圈升级等城市更新项目 。“高精
尖” 产业项目主要包括大科学装
置及研究平台，5G、生物医药、智
能装备、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

技术等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
科技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及高
品质生活性服务业，文化旅游，国
际交往中心重大设施， 自贸区及
综合保税区等项目。

据了解， 本次征集的项目分
为年度重点建设项目及年度重点
推进前期工作项目两大类。 项目
申报采取“线上申报+线下确认”
方式。

北京启动征集2021年市重点工程

本市24小时严查重污染车辆违法上路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交管局获悉， 为配
合全市环境污染整治工作开展 ,
强化路面重点车辆管控措施，从
10月8日起，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
进京路口与重要道路设置81个整
顿小组， 对违法上路货车尤其是
尾气不合格车辆进行24小时不间
断专项整治。

为做好空气质量维护工作，
北京交警持续加大对货车违法上
路现场处罚力度， 强化京津冀地
区禁限车种联合卡控工作的推进

落实。 在全市进京路口与重要道
路， 交管部门设置81个整顿小组
全天候24小时投入路面集中整治
工作， 根据全市货运车辆违法高
发时段和点段， 重点加强高速公
路、国市道进京检查站、主线收费
站、六环路外围道路的岗位设置 ,
有针对性地推进治理工作开展。

与此同时， 北京交管部门积
极联合生态环境、公路治超、城管
执法等部门， 加大对尾气不达标
机动车辆上路行驶、 货车超载上
路等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获悉， 平谷区人力社保局联
合金海湖镇在胡庄村举办 “送岗
下乡” 就业服务活动， 把岗位信
息、优惠政策送到百姓家门口。

据悉， 参与本次招聘的包括
旺旺集团等众多区内外大型企
业，共提供岗位837个，其中还包
括辅警、司机、快递员等城市公共
服务岗位，满足各类求职者需求。
同时，活动现场设立政策咨询、就
业创业指导服务台。

为促进更高质量就业， 平谷
区人社局在前期开展人员调查登
记，记录辖区劳动力的就业意向、
就业技能等详细信息，同时，建立
单位服务卡， 动态跟踪企业用工
需求，多方式发布就业岗位。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平谷
区人社局多方式促进就业。其中，
线上依托“平谷智慧就业”平台、
微信公众号等方式，组织开展“空
中优选会”“百日千万网络招聘”
等网络招聘活动。

平谷区人社局就业岗位送到百姓家门口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市构建直航入境航班全链条防控网
严格控制每日入境进京航班旅客规模在500人左右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12
日， 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 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
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
自9月3日起逐步恢复部分国际
客运航班直航北京以来， 首都
机场口岸已入境直航北京国际
客运航班46架次，旅客6870名，
共输入2例确诊病例。

徐和建介绍，整体上看，恢
复直航工作平稳有序， 输入风
险较低且可防可控， 但当前境
外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我们时
刻面临零星病例输入的风险，
必须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坚持科学防控、精准施策、

有效应对， 一刻也不放松地抓
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

在远端防控方面， 继续坚
持远端核酸检测等健康筛查措
施，严格管控“四类人员”、未持
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体温检
测超过标准旅客登机。 在中转
入境方面， 继续坚持直航北京
国际航班旅客应为通航国家和
地区的公民以及在该地的中国
公民政策， 严格控制第三国人
员在该地中转入境北京口岸。

在航班管控方面， 继续坚
持直航航班75％客座率，以及3
例分流、5例熔断等风险航班动
态调控措施， 严格控制每日入
境进京旅客规模在500人左右。

在口岸查控方面， 继续坚持入
境旅客落地通关封闭运行、排
查转运闭环管理要求， 落实14
天集中医学观察和核酸检测措
施，坚决防范风险外溢扩散。

“通过从境外到国门、家门
的一系列风险控制措施， 首都
协调机制已经构建起了直航入
境航班的全链条防控网。 ”徐和
建说， 下一步， 将在持续筑牢
“外防输入”防线基础上，慎重
评估、 统筹安排后续恢复直航
工作， 稳妥有序扩大人员往来
规模。 “请广大市民和旅客朋友
放心，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做好境外
疫情防范，确保首都安全。 ”

本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12

日，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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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了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情况。
10月11日0时至24时，本市新增
报告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该病例具体情况为：某男，
23岁，2019年9月起在巴基斯坦
工作。 10月1日曾出现鼻塞症
状， 自行服药后好转，10月9日

该男子乘坐CA946航班抵达北
京， 采样后经闭环管理运送至
隔离观察酒店， 海关检测报告
新冠病毒核酸为阳性。由120急
救车转送至地坛医院， 通过多
部位标本平行检测， 核酸结果
均为阳性，CT影像和血液检查
未见异常， 结合患者低热等临
床症状和流行病学史 ，10月11
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
为轻型。 已对该男子居住的隔

离观察宾馆环境进行消毒，疾
控机构已及时追踪同航班的密
切接触者32人， 均已落实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庞星火表示， 当前全球疫
情仍处于持续蔓延状态， 随着
国际航班陆续恢复直航北京，
疫情输入风险增加，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仍是当前本市疫情防
控重点。提醒市民朋友，非必要
不出境。

市疾控中心：如非必要近期不要前往青岛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12日，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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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 近期不要前往青岛旅
行、 出差。

庞星火表示， 据青岛市卫
生健康委通报， 截至10月11日
23时， 青岛市共发现6例确诊
病例， 6例无症状感染者。 因

此， 提醒市民朋友， 青岛市正
在进行大规模核酸筛查， 近期
如无十分必要， 建议不要前往
青岛旅行及出差。

近14天内有青岛旅行史的
市民朋友， 请注意做好自身健
康监测， 如出现发热、 干咳等
症状， 及时佩戴医用口罩前往
就近的发热门诊， 并主动告知
医生旅行史、 接触史等情况，

便于及时排查。
对于青岛来京就诊的朋

友， 在就诊时请主动告知医
生 居 住 地 情 况 及 接 触 史 ，
特别是有无青岛市胸科医院
就诊住院史。 请9月27日以来
去过青岛并乘坐过车牌号为鲁
U·T4923出租车的朋友主动联
系所在社区或到医疗机构进行
核酸检测。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继今年
5月后，永定河北京段将再次迎来
全线通水。昨天，记者从北京市水
务局获悉， 补水工作将于10月14
日正式启动， 水务部门提醒沿线
市民在补水期间注意安全， 请勿
冒险进入危险区域。

今年4月20日8时， 随着官厅
水库2号闸缓缓抬起， 一条水路
“钻”出闸口，以每秒40立方米流
量流向永定河， 正式开启春季永
定河北京段生态补水工作。 经历
了22天的“旅行”，补水水头在北
京境内前行170多公里， 于5月12
日15时18分漫过北京与河北的交

界处大兴区榆垡镇崔指挥营村，
实现25年来永定河北京段首次全
线有水。

根据 《2020年度永定河生态
补水工作方案》，此次秋季补水计
划10月14日至28日， 官厅水库向
下游永定河集中补水15天， 补水
总量0.67亿立方米。 通过实施秋
季生态补水， 预计永定河官厅水
库以下将形成158公里连续有水
河段， 水头最远抵达金门闸 （市
界）；山峡段、平原段形成水面面
积约1800公顷； 沿河回补地下水
0.3亿立方米，距河10公里范围内
地下水位平均回升0.5-1.0米。

永定河北京段再迎全线通水

入境人员核检全部在首都国际机场内完成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12日， 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海关
副关长高瑞峰介绍了复航后北
京口岸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情
况。 据了解， 在首都国际机场
建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资质的
P2实验室 ， 日检测能力可达
2000份， 目前入境人员采样检
测可全部在首都国际机场内部

完成。
高瑞峰介绍， 自9月3日北

京陆续恢复国际客运航班直航
以来， 截至12日0时， 北京海
关共检疫入境航班1296架次 ，
其中国际客运航班62架次， 港
澳台客运航班 90架次 ， 货机
1144架次 。 共检疫入境旅客
12223人次 ， 采集样本并完成
核酸检测12223份。

北京海关开发应用 “智慧
旅检应用平台”， 以旅客健康
申报二维码作为全流程索引实
现 “一码通关”， 实现健康申
报电子化、 无纸化。 对首都机
场T3D防控专区扩容改造， 实
现不同风险人员分流、 分区处
置， 极大改善了通关环境， 提
升了通关速度， 中型航班旅客
检疫约在1小时内完成。

“戏聚北京”三项活动开始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