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北京
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
记者昨天从朝阳区获悉， 自1月4
日起， 朝阳区已启用小闭环管理
的签约酒店和涉奥驻地保障酒店
共19家， 各项准备工作有序稳步
推进。

方恒假日酒店作为朝阳区冬
奥保障接待酒店之一， 将服务保
障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在冬奥
村工作的官员及医疗领域专业志
愿者。目前，酒店专班已根据前期
踏勘、沟通了解酒店具体情况，并

进行了相关工作的部署。日前，方
恒假日酒店举办了首场卫生防疫
知识培训，从防护用品使用、公共
区地表物表消毒、 垃圾清运等多
个方面详细讲解了公共卫生及疫
情防控相关知识。1月18日， 酒店
将正式启动小闭环工作。 在此之
前，酒店已完成出入、用餐、开展
核酸检测等流线走位设置。

冬奥会期间， 酒店专班将不
断完善工作预案， 进一步开展培
训及各项桌面推演和现场演练工
作，用心服务好冬奥盛会。

朝阳区已启用小闭环管理酒店1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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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记者 余翠平） 在
昨天的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医疗
保障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杜
鑫介绍， 针对近日有媒体报道
本市部分社会检测机构在开展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时收取 “加
急费”问题，经市医保局、市卫
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发
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等部门共

同研究， 对全市核酸检测机构
收费行为进行进一步规范。全
市各类检测机构在开展核酸检
测时，应按照“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项目统一定价收费，价
格为单检每次不高于35元，混
合检测每样本不高于8元，不得
收取“加急费”。

杜鑫介绍说， 各有关检测
机构应当主动在显著位置公示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及混合
检测价格， 严格按照规定向群
众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 规范
自身收费行为。杜鑫表示，北京
市医疗保障局将与卫生健康委
等有关部门加强对检测机构的
宣传培训， 密切关注相关政策
执行情况，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相关部
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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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
在昨天的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新闻发
言人李昂介绍， 为满足公众对
核酸检测需求， 为百姓提供安
全、 便捷、 高效的核酸检测服
务， 市卫生健康委会同各相关
部门， 共同采取积极措施， 进
一步优化核酸检测服务， 力争
6小时内反馈各类人群核酸检
测结果， 最长不超过12小时。
目前 ， 本市核酸检测机构共
286家， 日检测能力达168万单
样本。

着力提升核酸检测效率。
李昂介绍， 在保障检测质量的
前提下， 做到快检快出， 力争
6小时内反馈各类人群核酸检

测结果， 最长不超过12小时，
并及时将数据上传北京健康
宝。 持续增强核酸检测采样能
力 。 全市核酸检测机构共286
家， 日检测能力达168万单样
本。 全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传染病专科医院、 疾控机构、
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均已
具备核酸检测能力， 并重点建
设8家国家公共实验室、 12家
市级检测基地和23家区级检测
基地。 根据近期疫情形势， 本
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进一步充
实核酸采样队伍及后备队伍，
全市共储备采样人员6万余人，
持证检测技术人员 1.1万人 ，
保障在短时间内可迅速调集，
确保完成核酸检测任务。

进一步加强核酸检测质量

监管。 李昂表示， 为保障核酸
检测质量，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
通过线上线下培训考核、 现场
检查、 技术指导、 派驻监督员
等方式， 切实加强核酸检测机
构质量监管。 目前， 全市已确
定44家可提供24小时 “愿检尽
检” 服务的核酸检测机构， 94
个采样点可提供混检服务， 保
障全市各区均有可提供24小时
服务和混检服务的检测机构。

据了解， 本市通过北京健
康宝、 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等
渠道， 动态更新全市核酸检测
服务机构信息， 在前期公布全
市核酸采样点、 24小时核酸检
测机构名单的基础上， 将增加
可提供混检服务的检测机构信
息， 方便市民查询。

本市核酸检测机构共286家 44家机构可24小时检测

北京日核酸检测能力达168万单样本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通讯员
冯洋 杨兰 ） 打造 “无障碍式 ”
服务模式， 着力提升城市副中心
残疾人公共就业服务质量。 记者
昨天从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了解到， 近年来， 区人力资
源公共服务中心及全区各级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结合就业援助月、
春风行动、 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
动， 持续做好日常服务， 通过情
况摸查、 政策宣传、 就业服务和
就业援助等举措， 支持贫困残疾
人就地就近就业、 居家灵活就业
和依托电商等新业态企业就业创
业， 助力贫困残疾人就业脱贫。

据悉， 通州区人力社保局和
区残疾人联合会定期开展就业帮
扶推进会， 共同分析研判当前全
区残疾人就业工作开展情况以及
面临的新形势、 新问题， 并针对
辖区内残疾人就业群体的特点，
推出 “送岗位+送技能” 就业帮
扶系列活动方案。

同时， 区人力社保局和区残
联充分利用就业工作体系运行机
制， 发挥覆盖 “区-街乡-社区
（村）” 三级的就业服务专员队伍
作用， 打造 “无障碍式” 服务模
式。 设置残疾人就业服务热线 ，

开展残疾人职业能力评估， 对残
疾人求职人员的知识水平、 能力
与技能、 兴趣倾向、 人格特征和
发展潜力等进行综合分析 、 评
鉴， 重点评估其实际就业能力和
发展途径， 精准分析适合的职业
方向， 以专业评估结果精准指引
残疾人职业培训、 推荐就业等工
作。

2021年， 依托 “通州就业服
务” 公众号发布残疾人专场招聘
信息10余期 ， 及时推送到各街
乡、 社区 （村）， 第一时间为残
疾人提供就业政策解读、 职业指
导等公共就业服务业务。 区人力
社保局和区残联还积极对接辖区
用人单位， 针对残疾人的就业需
求和特点， 联合北京环球主题度
假区 、 润泰环保等企业开发文
员、 保洁等就业岗位21个。

另外，结合辖区内近3万名残
疾人群体， 区人力社保局和区残
联不断厘清其就业意愿和求职方
向，实施“一人一策”。就业服务部
门发挥重大项目专班机制、“人社
e管家———通州人社帮帮团 ” 等
优质资源作用， 积极对接辖区内
重点企业， 开发就业岗位， 全力
推动残疾人就业工作。

昨天，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启动闭环管理，正式进入赛时状态，1
月23日预开村，迎接首批入住“村民”。运行团队将按照精准化、精细化
要求，做好开村前各项准备，打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运动员之家。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北北京京冬冬奥奥村村启启动动闭闭环环管管理理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
昨天从朝阳区获悉， 朝阳区将推
出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定期核酸检
测奖惩措施， 对严格按照相关政
策依据、 落实从业人员定期核酸
检测制度的重点行业企业将给予
补贴， 对未严格落实的企业， 将
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戒
措施。 据悉， 该项措施将一直持
续到3月底。

依据北京市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各工作组通知及各行业疫情防
控指引要求， 朝阳区共梳理出33
类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及定期核酸
检测频次标准。 同时， 对各重点
行业企业、 从业人员进行全面摸

排， 建立台账， 落实到企业、 精
确到个人， 并督促企业进行实时
更新。

下一步， 朝阳区将进一步加
大执法检查力度， 建立监督指导
组 、 重点行业涉及各相关工作
组 、 各街乡 “1+5+43” 的检查
体系 ， 制定日 、 周 、 月检查计
划， 开展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定期
核酸检测专项检查。

按照相关政策依据， 对严格
落实从业人员定期核酸检测制度
的重点行业企业， 将对企业核酸
检测支出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补
贴。 对落实不到位的企业将进行
惩戒 ， 第一次发现予以口头警

告； 第二次发现下发书面整改通
知， 并向社会公众通报； 第三次
发现依法依规采取责令整顿等处
罚措施。 对于未落实到位， 并造
成严重后果的企业法人及从业人
员， 将依法追究责任。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发挥三级服务专员队伍作用 设置服务热线、开展职业评估

朝阳区实施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定期核酸检测奖惩措施

严格落实核酸检测要求企业将获资金补贴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昨天， 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
成员庞星火发布， 1月17日0时
至1月18日15时， 本市新增2例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例
核酸检测阳性者。 截至目前，
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
例， 临床分型均为轻型。

据庞星火介绍， 确诊病例
1现住海淀区上地街道农大南
路博雅西园， 为1月15日通报
确诊病例的母亲， 工作单位地

址为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2号 。
确 诊 病 例 2现 住 海 淀区马连
洼街道永丰路百旺茉莉园一
期， 为1月15日通报确诊病例
的单位同楼层同事， 工作单位
地址为海淀新技术大厦。 核酸
检测阳性者现住朝阳区平房乡
石各庄村， 2021年11月来京务
工。 1月14日左右出现感冒症
状， 1月17日前往朝阳区核酸
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 1月18
日早晨反馈核酸检测结果异
常， 疾控部门接到初筛阳性报
告后立即联系该人员， 并及时
对其在即将开往威海的G1085

次列车上实施管控 。 14:00经
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复核结果为
阳性， 并检测出德尔塔变异株
特异性突变位点。 目前该人员
已转至本市定点医院隔离治
疗。

庞星火在发布会上提醒广
大市民朋友， 要切实增强防护
意识， 履行个人防控责任。 请
与本市公布的病例轨迹有交集
的人员， 尽快主动向社区、 单
位、 宾馆等报告， 配合做好集
中隔离 、 居家隔离 、 健康监
测 、 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
施。

北京新增2例本土确诊病例和1例核酸检测阳性者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北京市发改委批复通州区体
育场升级改造建设工程项目建议
书 （代可行性研究报告）， 利用
存量土地资源， 补上公共服务短
板。 项目预计今年开工。

据了解 ， 该项目 位 于 通 州
区 体 育 场 现 址 ， 紧 邻 新 华大
街 。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1万
平方米 ， 其中地上约2.1万平方
米， 地下约5万平方米。 此次改
造将统筹考虑城市更新、 区域资

源、 群众需求等因素进行全方位
升级改造。 其定位为区级综合公
益性体育设施 ， 核心功能包括
“三馆、 一场、 一中心”， 即体育
馆、 游泳馆、 冰上运动馆、 体育
场、 全民健身中心。 除主体建筑
外， 还将同步配套建设其他室外
运动场地、 绿化、 室外管网等室
外工程。 同时还将利用体育场地
下空间建设公共停车场， 补充停
车位缺口， 推动解决区域 “停车
难”。

通州体育场升级改造项目预计今年开工

通州“无障碍式”服务推动残疾人就业

混合检测每样本不高于8元 不得收取“加急费”

本市核酸检测单检每次不高于3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