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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两年平均算 ， 一 、二 、

三、四季度分别增长4.9%、 5.5%、
4.9%、 5.2%， 四季度经济两年平
均增长率比三季度还高一些， 反
映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宁吉喆
说， 从环比增速来看， 四季度比
三季度加快0.9个百分点 ， 经济
企稳态势逐步显现。

宁吉喆表示， 下阶段， 要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科学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继
续做好 “六稳” “六保” 工作，

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保持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保持社会大
局稳定。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1月
17日，北京市第267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召
开。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
通报了本市海淀区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的溯源情况。1月15日，
本市通报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截至目前，无新增本土
病例。 经过进一步的流行病学
调查和全方位的风险点位排
查、采样检测、阳性货物排查和
基因测序，溯源情况取得进展。

庞星火表示， 该病例自述
近期曾收到过国际邮件。 该国
际邮件于1月7日自加拿大发

出， 途经美国及中国香港到达
北京， 病例于1月11日收到邮
件。 在此期间其仅接触邮件包
装外表面和文件纸张首页，未
接触包装内表面和其他纸张。
已采集该国际邮件环境标本22
件，其中包装外表面2件、内表
面2件以及文件内纸张标本8
件，经核酸检测均为阳性，并检
测出奥密克戎变异株特异性突
变位点。截至目前，在运输途中
可能接触人员共8人，除病例外
其余接触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此外，采集同一来源发
往另一地点尚未拆封的国际邮

件环境标本54件， 检出5件阳
性，其中外包装阳性1件和文件
内纸张阳性4件。

庞星火提醒， 目前全球奥
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新冠肺炎
疫情高发， 广大市民朋友尽量
减少购买境外商品； 若收到境
外邮件或物品时， 要正确佩戴
口罩和一次性手套， 减少直接
接触和交流； 尽可能在固定地
点取件，实现无接触交接；如需
当面签收， 请与快递员保持安
全距离； 拆件时尽量在户外进
行，外包装不要拿回家中，要按
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海淀病例近期所收国际邮件多处核酸阳性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16
日， 石景山消防救援支队在启迪
交通场站举行灭火救援实战演
练，此次演练将“人防”和“技防”
有机结合， 通过科技赋能实现火
灾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演练现场， 模拟启迪交通场
站内出现火情。 老山场站消防前
沿指挥所通过 “火眼” 监测系统
发现， 交通场站内北侧1辆大巴
车发生起火， 消防救援人员通过

电台责成场站微型站巡逻人员到
场进行初期处置。 随即调派消防
前沿指挥所前置车组出动， 辖区
消防站派2辆车进行增援， 并在
外围待命 。 随后 ， 火势完全扑
灭， 现场险情彻底排除。 据悉，
此次演练启用了 “火眼” 监测系
统。 该系统10秒钟即可在影像中
自动标识火点并发出警报， 比传
统火警预报速度提高5倍以上。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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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一年一度的春运拉开大幕，至
2月25日结束，共计40天。期间，市
交通部门将在冬奥赛事地区 、商
圈景区、 进出京主要道路等重点
区域，围绕出租汽车、省际长途客
运、轨道交通等行业，严查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不到位、 侵害乘客权
益的各类违法违章行为。

据了解，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
法总队已启动春运及冬奥专项保
障勤务，投入全部执法力量，全面
加强机场、交通运输场站、冬奥赛
事地区、商圈景区、进出京主要道
路、治超站点、公路建控区及收费
站区等重点区域巡查值守， 围绕
出租汽车、省际长途客运、旅游客
运、危险货物运输、冷链运输、轨
道交通、公路路政等行业，严查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 危害行
业安全、 侵害乘客权益的各类违
法违章行为， 保障涉奥场所交通
运输环境秩序安全有序。

市交通委员会丰台运输管理
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运期间，
客运企业将扩大完善“无接触”售

检票服务，高峰开足售票窗口，在
候车室、 等候区域设立饮水、取
暖、通风等设备，配备消毒用品等
防护物资，全力打造“温馨春运”。

轨道交通方面， 将分别针对
工作日、 双休日和春节期间实施
不同的运行图。 针对冬奥重点区
域路线，优化运力安排，增加运力
储备。针对春运的重点区域路线，
将加强铁路和民航部门的对接情
况，加开临客，延长运行时间，做
好运力保障。 增加地铁首都机场

线的运力， 增发临客。 在安检方
面，京港地铁相关负责人表示，所
辖各线也将继续按照“人物同检”
的要求执行安检工作。

地面公交方面， 对途经国家
体育场北路、大屯路等地的82路、
311路 、319路等八条线路采取临
时调控的措施。同时，优化调整公
交线路的运行时刻表和运力配
置。对途经各火车站、旅游景区的
公交线路加强运力配置。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本市交通开启“春运”模式

进出京主要道路等区域将严查严防疫情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近
日从市民政局了解到，《北京市养
老机构综合监管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近日施行。《办法》明
确， 养老机构应在经营场所醒目
位置公示基本信息、服务项目、收
费标准、星级评定结果等事项，自
觉接受社会监督。

《办法》明确，养老机构自主
提供餐饮服务的， 应依法办理食
品经营许可证； 委托第三方提供
餐饮服务的， 应与有食品经营资
质的第三方签订外包协议。 养老
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应在卫生健康
部门进行备案， 并取得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办法》提出，养老机构应在
各出入口、接待大厅、值班室、楼
道、 食堂等点位安装视频监控设

施。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
经代理人及同房间其他老年人同
意后， 可在房间内安装视频监控
设施，录制并保存视频。相关视频
记录保存时间不少于30天。 养老
机构中从事医疗护理、康复治疗、
消防管理等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具
备相应职业资格。 依法依规从严
惩处养老机构欺老、 虐老等侵害
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对相关
责任人实施行业禁入措施。

根据《办法》，本市将积极推
行市、区、街乡镇三级联动和部门
联合监管， 根据养老机构风险级
别和信用状况， 全市建立健全基
于“风险+信用”的分级分类监管
制度， 实施精准监管， 将风险较
高、 信用等级较低的养老机构作
为重点监管对象。

记者昨天在西单东南角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冰天雪地”主题花
坛进行最后布置。据悉，为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本市在
天安门广场、东单路口等布置了10个冬奥主题花坛，目前花坛布置工作
已进入收尾阶段， 预计1月20日全部完工。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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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冬冬奥奥花花坛坛布布置置进进入入收收尾尾阶阶段段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1月
17日， 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海淀区副
区长林航表示，截至16日，已经
排查密接69人， 其中海淀区管
55人已落位管控， 核酸检测均
为阴性。

林航介绍， 通过 “北京海
淀” 微信公众号等区属媒体矩
阵公布病例活动轨迹， 提醒与

病例有时空轨迹交集的居民主
动向社区报告。截至16日24时，
海淀区通过敲门行动， 累计摸
排涉疫情人员1976人， 居民主
动报告3658人。

疫情发生后， 海淀区迅速
启动核酸应急检测机制， 采用
集中采样、 特殊人群和高风险
人群上门采样的方式， 累计采
集人员样本13373件、环境样本

692件，除病例及其家中、工作
单位环境样本18件阳性外，其
余均为阴性。在此基础上，全区
应急开放30个临时核酸检测点
位， 为与病例轨迹存在时空交
集的居民，也包括同住人员、同
办公室人员或频繁接触人员提
供48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并
接受愿检尽检， 截至目前已采
样11824人，结果均为阴性。

海淀区管密接55人已落位管控 核酸检测阴性

市疾控中心通报确诊病例溯源情况

养老机构欺老、虐老 相关责任人将被“行业禁入”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1月
17日， 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邮
政管理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廖
凌竹介绍， 北京邮政快递业一
线从业人员实施分级分类定期
核酸检测措施： 在14天内本市
无确诊病例情况下， 检测频次
为21天一次； 在14天内本市出
现确诊病例情况下， 检测频次
为10天一次； 第一时间接触国
际邮件快件的从业人员每周至

少检测2次，进（返）京核酸检测
执行北京市统一规定。

春节即将来临， 冬奥会进
入倒计时， 北京邮政管理部门
将重点做好几方面工作， 全行
业全面落实行业监管责任 、企
业主体责任、员工个人责任，共
同构建行业防疫屏障。 确保行
业安全平稳运行。 严格执行行
业疫情防控操作规范和北京市
疫情防控政策相关规定， 重点
落实好国际和国内涉疫情区进

京邮件快件防疫措施， 加强统
筹调度和风险研判， 做到科学
防控、精准防控。督导快递企业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实施最严防控措施， 进一步坚
持“人、物、环境”同防，组织对
快递员定期进行核酸检测，落
实每日健康监测， 落实每日环
境消毒。 快递员要积极配合社
区、单位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
实扫码、测温、一米线等措施，
工作中要全程佩戴口罩、手套。

第一时间接触国际邮件快件人员每周至少测2次核酸

《北京市养老机构综合监管暂行办法》施行

石石景景山山消消防防实实战战演演练练启启用用““火火眼眼””监监测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