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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注区两会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记者昨
天从西城两会上获悉，2021年，西
城区将力争增加义务教育学位
12000个，新增学前教育2000个。

今年， 西城区将坚持重点统
筹、 分学区施策、 精准推进的原
则，做好学龄人口预测，准确研判
入学形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
大学位供给力度。 进一步完善学
位保障专班工作机制， 完善调度

机制、资源统筹机制、审批协调机
制、监管验收机制，调动全区各单
位、街道排查可利用资源，优先选
取容积率低的项目用于教育。优
先扩充入学需求集中学区的学
位，梳理校园功能，拆除非必要设
施，建设学生活动空间。在德胜、
新街口、广内牛街、广外等学区打
造多类型的新优质校， 有效增加
人口集中学区的优质学位资源。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12
日， 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 通州区人民
政府副区长董明慧介绍， 将认
真落实农村疫情防控和省际交
界卡口管控工作， 加强京津冀
疫情联防联控。

通州区地处京津冀重要的

交通节点，紧邻河北交界。董明
慧介绍， 通州区将紧盯农村重
点区域、重点行业、人员聚集场
所等关键环节，开展数据摸排，
建立工作台账。 从严执行卡口
验码、登记措施，对返京人员、
外来人员开展 “全覆盖、 零遗
漏”的地毯式摸排，确保信息可

追溯。此外，通州区会同天津武
清区、 河北廊坊市联合签署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通武廊区
域联防联控合作备忘录》，强化
“通武廊”三地信息沟通、防控
联动。 依托通武廊区域警务协
作机制， 统筹加强进京车辆人
员排查，进一步织密外围防线。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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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昨
天从东城区两会获悉， 该区今年
将改扩建绿地10万平方米， 栽摆
花卉200万株盆，复壮古树150株。

东城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东城区将重点实施平安
大街（东城段）林荫道路建设，结
合道路断面改造增设中央绿化隔
离带，增加绿量；实施环二环（东
城段）林荫景观提升，对13处景观

节点进行改造提升， 对沿线行道
树进行补植、更换和复壮。

同时， 继续推进龙潭中湖公
园改建工程、亮马河（东城段）景
观提升工程、 龙潭西湖公园改造
工程、节日花卉布置等工程建设。
完成龙潭中湖公园改建工程建
设，正式向社会开放，亮马河（东
城段） 景观提升工程力争完成主
体建设。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1月
12日， 记者从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
月11日0时至24时， 本市新增1
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现
住顺义区北石槽镇北石槽村。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庞星火提示，当前，本市境外
输入风险和本地新增农村家庭
聚集性疫情交织， 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 必须时刻绷紧防
控工作这根弦， 继续严格落实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要求。
据患儿家人自述 ，2020年

12月28日至12月30日， 患儿在
前日通报确诊病例家小饭桌托
管，2021年1月9日出现咳嗽等
症状，1月10日作为确诊病例密
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 采集咽拭子标本进行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由
120负压救护车转至地坛医院，
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
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

果，1月11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
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已按要求
落实管控措施。

庞星火提醒， 有河北省石
家庄市、 邢台市等国内中高风
险地区旅居史、接触史，与病例
同乘交通工具的市民朋友，要
主动向所在社区和单位报告，
配合并支持单位及社区采取的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排查、隔离、
核酸筛查等管控措施； 加强村
域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等。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昌平区两会了解到， 积水
潭医院回龙观院区二期、 清华长
庚医院二期等项目正加快进度，
预计2023年投用。

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二期
是优化提升回天地区公共服务，
满足该地区人民医疗需求的重点

民生工程。建成后，将创建北部地
区以骨科、烧伤为重点，各临床学
科、 医技科室全面发展的临床医
学中心。今年，回龙观院区二期将
实现结构性封顶。 清华长庚医院
二期今年将完成外立面建设，建
成后将成为“回天地区”的区域医
疗中心，重点建设“妇儿中心”。

“回天地区”两家三甲医院二期2023年投用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记者昨
天从海淀区两会上获悉，2021年，
海淀区以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为抓
手，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

据介绍， 海淀区将进一步明
确各医疗机构在本医联体内承担
分级诊疗相应的职能， 进行任务
区分和功能定位， 并根据各自不
同任务定位开展相应的医疗服
务。 各医联体内二三级医院应结

合本院实际向基层医疗机构提供
远程会诊、远程心电图诊断、远程
影像诊断、远程病理诊断等服务，
探索建立“基层检查、上级诊断”
的有效模式。截至目前，已建成海
淀区“6+5”医联体格局，其中，参
加海淀区医联体共有106家医疗
机构，其中三级医院22家，二级医
院16家，一级医院10家，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56家。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国家统
计局北京调查总队1月12日发布，
2020年12月份，北京CPI环比上涨
0.3%，同比上涨0.2%，涨幅与上月
持平， 其中寒潮天气影响菜价和
肉价均有所上涨。

从环比看， 食品价格由上月
下降2.1%转为上涨2.6%， 影响总
指数上涨约 0.43个百分点 。 其
中， 鲜菜和鲜瓜果价格分别上涨
14.5%和3.5%；春节临近 ，消费需

求有所增加，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
降5.8%转为上涨5.0%；天气寒冷，
牛肉和羊肉需求增大， 价格分别
上涨0.7%和2.3%， 涨幅分别比上
月扩大0.2个和1.9个百分点；鸡蛋
价格上涨0.9%。

非食品价格下降0.2%， 影响
总指数下降约0.16个百分点 。其
中，旅游市场进入传统消费淡季，
旅行社收费和旅馆住宿价格环比
分别下降4.8%和2.8%； 受成品油

两次价格上调影响， 汽油和柴油
价格分别上涨5.3%和6.0%。

寒潮天气影响本市菜价肉价环比上涨

呈现境外输入风险和本地新增农村家庭聚集性交织特点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1月12
日， 朝阳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在
朝阳区两会上透露，“十四五”期
间， 朝阳区将打造数字经济发展
提升工程，努力建设国内领先、国
际一流的数字经济示范区。

据了解， 朝阳在全市率先出
台了 《打造数字经济示范区工作
方案》，对标北京城市总规和朝阳
分区规划，朝阳将布局建设“一核

一廊、四圈多点”的数字经济新蓝
图。 大力引进培育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数字经济总部企业， 吸引数
字经济领域独角兽、 隐形冠军落
地，力争行业领军企业达到100家
以上， 培育高成长企业300家以
上。打造数字示范新地标，建设20
个数字经济主题楼宇， 打造20个
数字经济特色园区， 推动一批数
字经济示范应用场景落地。

朝阳将打造国际一流数字经济示范区

西城今年新增义务教育学位1.2万个

东城年内改扩建绿地10万平方米

海淀医联体建设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记者昨
天从怀柔区两会获悉，今年，怀柔
区将通过加快园区形态打造、构
建完善的服务体系、 探索加速器
的差异化培育新模式等三方面打
造硬科技加速器集群。

据介绍，今年，怀柔区将建设
一批众创空间、孵化楼宇、研发办
公楼等创新创业载体， 搭建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 投融资对接平台
等各类平台。其中，有色金属新材
料科创园内高乐雅咖啡正式对外

运营； 海创硬科技产业园内的研
发办公楼、共享实验室、展示活动
中心和科技花园四大功能分区改
造，将在2021年5月全部竣工并投
入使用； 加快清华工研院雁栖湖
创新中心工厂车间改造进度，确
保2023年竣工。

此外，该区还将在办公场地、
运营补贴、人才招聘、财务服务、
法务服务等，提供人事档案管理、
社保医保、住房公积金、子女入学
等支持。

全国首个社会心理领域标准征求意见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

1月12日从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
民政局了解到， 全国首个社会心
理领域标准———北京市地方标准
《社会心理服务站点服务规范 》
（以下简称 《规范》） 公开征求意
见。征求截止到2月7日结束。

据了解，《规范》以市街道（乡
镇）、社区（村）北京市社会心理服
务中心及站点服务管理运行工作
情况为主要基础， 重点规范社会
心理服务站点的基本要求、 服务
内容与要求等内容。《规范》 确定
的服务内容涵盖心理知识宣传与

普及、心理指导、心理辅导、社会
心态预警分析与预警等。 在确定
社会心理服务站点规定环境和标
志标识的基础上， 明确功能区布
局和功能区设备配置， 提出社会
心理服务人员配置的入职条件、
数量、工作职责等要求。

“十三五”前四年北京生产总值年均增6.6%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回顾‘十三五’展望
‘十四五’”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经济发展专场上了解到，2018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3万亿元
新 台 阶 ，2019年 进 一 步 扩 大 到
35371.3亿元 ， 是2015年的1.4倍
（按现价计算）。“十三五”前四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
算，年均增长6.6%。

据了解， 全市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由2015年的11.5万元提高到
2019年的16.4万元， 按可比价格
计算，四年间年均增长6.7%。市场
总消费持续扩大 ，2017至2019年
年均增长7.9%, 其中服务性消费
年均增长11.3%，发挥了重要带动
作用。2019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15063.7亿元，是2015
年的1.2倍。2019年基础设施投资

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33.1%，
其中交通运输、公共设施管理、能
源领域占比合计超过8成。 此外，
全市社会劳动生产率从2015年的
21.2万元/人提高到2019年的28.2
万元/人。2019年， 全市新经济实
现增加值12765.8亿元，与2016年
相比， 年均增长11.4%， 高于全
市GDP现价增速； 占GDP比重为
36.1%，比2016年提高2个百分点。

顺义南法信镇东海洪村降为低风险地区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12

日， 记者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顺
义区南法信镇东海洪村自2020
年12月29日起调整为中风险地
区， 该地区近14天内无新增确
诊病例或聚集性疫情， 经市疾

控中心评估， 按照 《北京市新
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 》，
自2021年1月12日起调整南法
信镇东海洪村为低风险地区。

截至目前， 全市共有中风
险地区8个， 其中朝阳区1个，
为汉庭酒店大山子店 （包括底

商）； 顺义区7个， 分别为南法
信镇西杜兰村、 高丽营镇张喜
庄村、 高丽营镇东马各庄村、
南彩镇南彩村 、 仁和镇河南
村、 北石槽镇西赵各庄村、 赵
全营镇联庄村。 其它地区均为
低风险地区。

怀柔今年将打造硬科技加速器集群

本市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通州将加强京津冀疫情联防联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