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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市医保局 、 市财政局联合印发
《关于调整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的通知 》
（京医保发 ﹝2021﹞ 1号 ） ， 自
2021年1月起， 本市城镇职工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单 位 缴 费 比 例由
10.8%降至9.8%， 进一步减轻用
人单位缴费负担。

此前， 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单位缴费比
例为10.8%。费率调整后，本市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含生育保
险）单位缴费比例为9.8%，较之前
降低1个百分点，预计每年可减轻
用人单位负担约110亿元。这次费
率调整是落实“六保”“六稳”的具
体举措，有助于稳企业保就业，优

化本市营商环境。同时，确保参保
人员医疗保障待遇不降低、 医疗
保障制度平稳运行。

本市1月份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费在2月份进行征收， 用人单
位和参保人员需在2月份征缴期
内按时足额缴纳上月基本医疗保
险费， 确保参保人员待遇享受不
受影响。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住建委、 市发改委、 市规
自委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市集体土地租赁住房规划建设
管理的意见 》 （以下简称 《意
见》）。 《意见》 尊重市场， 依据
居住人群需求特点及项目实际，
弹性、 合理配置居住公共服务设
施。 按照住宅型、 公寓型、 宿舍
型分类明确集体土地租赁住房设
计标准 ， 适当提高商业配套比
例， 最高可提高至地上总建筑规
模的15%。

据了解， 《意见》 主要创新

内容有： 建立集体土地租赁住房
项目建设工作专班。 重点在中心
城区周边城乡结合部及土地资源
较多且有利于服务重点功能区的
地带， 平原多点新城靠近产业园
区的地区， 以及地铁站点、 交通
枢纽周边等配套相对完善区域
规 划 布 局 集 体 土地租赁住房 ，
促进职住平衡、 产城融合。 合理
设置机动车停车位、 建筑间距及
日照标准， 鼓励集体土地租赁住
房项目业态混合兼容 ， 建设宜
居、 宜业综合社区。 加强集体土
地租赁住房租期、 租金等运营管

理， 落实监管责任， 统一纳入平
台管理， 严禁 “以租代售” 情形
出现。

此外， 《意见》 加大税费减
免及金融支持 ， 纳入全 市 公 共
租赁住房建设筹集计划的集体
土地租赁住房项目 ， 按 照 国 家
及本市公租房政策规定运营管
理的， 可享受 税 收 优 惠 政 策 。
集体土地租赁房租赁住户使用
水、 电、 气、 热执行居民价格。
鼓励支持保险资金、 住房公积金
等长期资金参与集体土地租赁住
房建设。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昨天，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目前，本市
已陆续在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
共48条道路启用移动视频技术开
展道路停车电子收费。

据介绍， 在实际应用中， 通
过在电动自行车上安装多个摄像
头， 由道路停车管理员沿着车位
顺向骑行， 摄像头自动捕捉停放
车辆的车牌信息， 与道路停车电
子收费系统实时交互， 实现停车

订单创建和结算，并通过“北京交
通”APP推送给停车人。 停车人停
车缴费的方式不变，仍可通过“北
京交通”APP等线上方式缴费，也
可到本市工商银行、 招商银行和
农业银行营业网点现金缴费。

相较于POS机人工管理的方
式， 移动视频可降低人为因素，
同时停车管理员可 “边骑边拍”，
无需来回拍照 ， 工作流程更简
便 。 市交通部门提醒 ， 上线初

期， 市民可通过收费公示牌上的
电话进行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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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1月13
日 ， 记者从 “回顾 ‘十三五 ’，
展望 ‘十四五’” 系列新闻发布
会———北京市文化产业专场上了
解到， 2019年， 全市规模以上文
化产业实现收入 12849.7亿元 、
增加值3318.4亿元， 都是 “十二
五 ” 期末的1.7倍 。 文化产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增长态势，

2019年占比达到9.4%， 比 “十二
五” 期末提高1个百分点， 始终
居于全国首位。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北京
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及提名
名单、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国
家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数量均
居全国首位， 文化领域独角兽企
业数量占全国一半左右； 全市文

化产业新增人民币贷款金额和户
数均超过“十二五”期间的两倍。
“十三五”期末，北京上市文化企
业占全国三成；全市规模以上“文
化+科技” 型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占全市比重超过一半； 共认定市
级文化产业园区98家。

此外， 五年来， 本市实施文
化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资金、 影院

建设补贴、 演出惠民低价票、 实
体书店补贴等政策。 “十三五”
期末， 全市设有演出场所经营单
位161个； 设有电影院266家， 全
国票房排名前十的影院中北京占
7家； 设有实体书店1938家 ， 万
人拥有书店数0.9个。 “十三五”
期末， 全市游戏行业产值约830
亿元， 比 “十二五” 末翻一番；

动漫游戏企业出口产值超过350
亿元， 位居全国首位； 全市广播
电视和网络视听创收超过7000亿
元， 占全国超过四分之一强； 北
京地区报纸291种， 期刊3174种，
占全国报刊总量的三分之一强 。
“十三五” 期间， 北京地区版权
登记数保持年均新增10万件的高
速增长态势。

本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居全国首位
北京晒出“十三五”文化产业成绩单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1月
13日， 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第209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由北
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正式
出版发行的 《北京市常态化疫情
防控社区（村）工作指引》（以下简
称《指引》），首批印刷10万册，已
下发至全市所有社区、村，用于指
导基层进一步科学、 精准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

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社区防控组办公室成
员、 市党的建设研究所所长王大
广介绍，《指引》分日常防控、分级
管控及应急处置两部分7方面内
容。围绕社区、村人员管理，从卡
口的设置与优化、 健康人群自我

监测、特殊人群管理与服务、重点
人群居家观察、 健康监测人员服
务管理、 外出防护等六个方面提
出了规范和标准； 围绕环境与空
间管理， 提出了总体要求和基本
规范， 并根据不同环境与空间的
特点，针对阴暗潮湿地下空间、楼
道、小区公共厕所、垃圾桶及周边
清洁和病媒防制五个方面提出了
防控要求；围绕公共场所管理，针
对工作和休闲场所、 经营场所两
方面提出了管理规范； 围绕做好
常态化的防控准备， 从防控机制
和物资储备两个方面明确了相关
举措； 提出了社区宣传教育的总

体要求和宣传要点；针对高、中、
低不同风险等级， 提出了分级管
控的针对性措施。特别是，总结新
发地、顺义疫情处置的经验教训，
制定了低风险地区出现局部散发
病例的应急处置方案， 明确了社
区、 村出现病例后应急处置的15
步标准化流程， 并绘制了 《流程
图》。

王大广表示，“下一步， 我们
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组织对全市社区、 村一线防控人
员开展全覆盖培训； 定期组织社
区防控专家开展巡查指导， 查找
工作漏洞，持续优化防控策略。 ”

《常态化疫情防控社区（村）工作指引》发布 首批十万册已下发至全市各社区（村）

北京将对全市社区、村一线防控人员开展全覆盖培训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记者昨
天从怀柔区“两会”获悉，怀柔区
将打造“慢生活、微旅游”新消费
模式， 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微中心”。

2021年， 怀柔区将推进京沈
客专怀柔南站站城一体化开发，
规划建设商业综合体，布局餐饮、
购物、休闲、娱乐、文化等业态。同
时，盘活闲置资源，并对现有的铜
牛影视小镇、翰高文创园、老爷车
博物馆、 鹿世界亲子园进行提质
升级。

此外，积极引入音乐、电竞、

游戏等时尚潮玩文化消费体验，
建设文化商业消费综合体， 提供
吃住行游购娱等“一站式”高品质
体验服务。陆续推出高品质“怀柔
礼物”和“影都心意”，推动文化商
街，发布影都特色旅游路线，推出
创意集市、 影视客栈等旅游服务
产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

记者了解到， 该区还将以中
影基地二期项目为核心， 建设影
视文化主题乐园； 整合北京电影
学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影视艺
术和科技资源， 建设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科学艺术融合创新基地。

怀柔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微中心”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昨
天从朝阳区 “两会” 获悉，“十四
五” 时期， 朝阳区将打造便捷高
效、开放共享、生态宜居的现代交
通体系。

朝阳区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1年， 京密路 （太阳宫北
街-机场南线） 道路工程将启动
建设，京哈高速公路（东五环-东
六环）将准备进行改造。“十四五”
期间， 朝阳区将开启姚家园路东
延、 机场二高速南延等快速路建
设， 推进东坝南二街等主干路建
设。预计到2025年，新增改扩建道
路50条，完成50项疏堵工程。

在公共出行方面，“十四五”
时期， 朝阳区高水平推动规划28
号线（原CBD线）及站点建设，构
筑北京CBD地下交通“大动脉”；
在轨道站点周边结合商业发展，
建立连续性、人车分流、安全、舒
适、 便捷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和步
行系统，完成不少于120公里的慢
行系统整治工作。

此外，2021年，朝阳区将继续
增加停车资源供给， 充分挖掘居
住区周边停车资源， 积极推进立
体停车设施建设， 进一步缓解停
车难问题。预计到2025年，朝阳区
将增加停车位共1.5万个。

未来5年朝阳将新增改扩建50条道路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记者昨
天从西城“两会”上获悉，作为金
科新区核心区，原“动批”区域20
万平方米的面积， 年底前将完成
升级，全部投入使用。

据介绍，2021年，西城区将继
续结合原“动批”及周边区域疏解
成果，严守市区禁限目录，加速区
域产业升级，推进楼宇升级改造，

实现区域“腾笼换鸟”。目前，西城
区正在加速重点楼宇改造升级工
作。其中北京金融科技中心（原世
纪天乐市场 ）A座已完成结构改
造施工， 下一步尽快推动B座改
造方案， 力争年底实现楼宇外立
面亮相。此外，推进中糖大厦、国
新基金广场（原官批市场）等项目
前期工作，确保项目尽快落地。

原“动批”20万平方米年底完成升级改造

■关注区两会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昨
天从东城区“两会”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2021年，钟鼓楼、皇城故
宫等沿中轴线街区将接续强化先
行先试探索， 部分街区实现阶段
性亮相。

东城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东城区将率先在前门、王府井
等重点街区， 编制街区更新综合
实施方案， 推动控规在街区层面
的有效落地；推动故宫周边院落、
三眼井片区等申请式退 租 工 作
进程 ，力争启动20个老旧小区综

合整治项目， 推动简易楼腾退及
后续再利用工作， 利用腾退空间
不断补足民生短板；同时，争取今
年在老城房屋产权人自我更新、
保护性修缮及恢复性修建工作审
批程序、 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等方
面制定或出台新政策， 逐步打通
老城保护的政策堵点； 进一步强
化多元参与，充分调动产权人、专
业市场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街区
保护更新，引入社会资本，健全居
民、社会组织、专家智库多方参与
的协商共治机制。

故宫周边院落等将启动申请式退租

北京医保单位缴费比例由10.8%降至9.8%

北京分类明确集体土地租赁住房设计标准

本市48条道路停车电子收费用上移动视频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