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卫健委：不允许以健康码异常等为理由延误治疗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在19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
市卫健委副主任、 新闻发言人李
昂介绍了统筹做好医疗服务和院
感防控工作的情况。

李昂介绍， 为保障常态化疫

情防控期间百姓基本医疗服务需
求和就医安全， 市卫生健康委采
取优化流程、 完善机制、 细化预
案、畅通通道等措施，实现了医疗
服务和院感防控两不误。

在畅通急危重救治通道方
面， 合理设置急诊抢救室、 手术

室、 病房缓冲区， 用于急危重症
患者救治， 不允许以健康码或行
程码异常、 具有发热等新冠肺炎
典型症状、 无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或检测结果超过时限等为理由延
误治疗 。 如有投诉可直接拨打
12320热线电话。

330000余余部部公公交交穿穿冬冬奥奥““新新衣衣””
近日， 本市陆续对70余条公交线路、 300余部公交车涂装冬奥主

题宣传画面。 北巴传媒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装亮相的公交车主要
涉及途经二环、 三环、 四环以及奥体、 首体、 五棵松、 首钢等区域的
公交线路。 这些穿梭在京城各处的公交车， 将把奥运氛围传递到首都
百姓身边。 除了公交车， 重点区域候车亭的1500余块灯箱也同步更换
为冬奥宣传画面。 本报记者 盛丽 通讯员 任闯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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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5002元
2021年北京GDP同比增长8.5%

(上接第１版) 要深刻认识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取得的
重大成果和下一阶段的重大任
务，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树立正
确党史观 ， 进一步做到学史明
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
力行， 持续从百年党史学习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 要不断增加历史
自信、 增进团结统一、 增强斗争
精神， 始终把 “看北京首先要从
政治上看” 的要求落实到工会工
作的全过程、 各方面， 自觉向历
史寻经验、 向历史求规律、 向历
史探未来， 紧紧围绕推动新阶段
首都新发展， 找准工会工作结合
点、 切入点、 着力点， 切实推动
工会工作向更高质量发展。

郑默杰强调， 要认真总结党
史学习教育成效经验， 凝聚起干
事创业、 勇担使命的强大精神动
力。 一年来， 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 在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 市
总工会全面贯彻党史学习教育总
体要求， 精心谋划部署， 有力有
序推进， 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
取得了实际成效， 达到了预期目
的。 工会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深
刻的政治教育、 思想淬炼、 精神
洗礼， 达到了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的目的， 主要有
四点收获： 一是更加深刻领悟到
党的领导的核心作用 ， 深化对
“两个确立” 决定性意义的认识，
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
悟力、 政治执行力； 二是更加深
刻领悟到党的创新理论的强大力
量， 自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推
动各项决策部署在工会系统落地
生根、 开花结果； 三是更加深刻
领悟到初心使命的历久弥坚， 坚
定践行职工为本， 着力为职工排
忧解难 “办实事”； 四是更加深
刻领悟到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
大大提升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
力， 有力激发了干事创业、 勇担

使命的精气神， 为新时代新征程
首都工会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坚
强保证。

郑默杰要求， 要持续巩固拓
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努力开创
首都工运事业新局面。 党史学习
教育是长期的政治任务， 各级工
会组织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市
委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部署，
研究制定常态化、 长效化制度机
制， 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 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传承红
色基因，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
教育、宣传引向深入；要增强历史
自觉，努力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上取得新突破；要践行宗旨观念，
满腔热情为职工办实事、解难题；
要勇于自我革命， 不断增强工会
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会上，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副
书记、 副主席、 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副组长潘建新传达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 市
委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精神。
劳动午报社党委、 市总工会法律
服务中心党支部、 12351职工服
务热线分别作经验交流。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成员、 副
主席赵丽君主持会议。 党史学习
教育市委第十指导组组员唐巧
玲； 市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 其
他局级干部， 机关副处职以上领
导干部出席会议。 各直属企事业
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各协会负责
人通过视频系统在分会场参加会
议。

本报讯（记者 任洁）1月19日，
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
总队联合发布2021年北京市经济
运行情况。统计显示，北京全年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40269.6亿元，按
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5%，
与2019年相比 ， 两年平均增长
4.7%。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5002元，工资性收入拉动明显。

市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朱燕南
介绍，2021年全市坚持稳中求进
的总基调，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实

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分产业看，
2021年北京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11.3亿元， 比上年增长2.7%；第
二产业实现增加值7268.6亿元 ，
增长23.2%；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32889.6亿元，增长5.7%。

2021年， 全市市场总消费额
比上年增长11.0%，两年平均增长
1.7%。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867.7亿元，增长8.4%，两年平均
下降0.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中 ， 按消费形态分 ， 商品零售

13733.1亿元，比上年增长7.1%，餐
饮收入1134.6亿元，增长27.5%。

按商品类别分， 限额以上批
发和零售业中， 与基本生活消费
相关的饮料类、 服装鞋帽针纺织
品类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分别增长
36.4%和16.9%； 与升级类消费相
关的文化办公用品类、 通讯器材
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1.4%和
16.7%。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住
宿餐饮业实现网上零售额5392.7
亿元，比上年增长19.0%，两年平

均增长24.5%。
2021年，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比上年上涨1.1%，涨势温和。其中
消费品价格上涨1.0%， 服务价格
上涨1.2%。

2021年， 全市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比上年上涨1.1%， 购进价
格比上年上涨3.7%。

2021年，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 入 75002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8.0%。 四项收入全面增长： 工资
性收入增长10.2%，经营净收入增

长15.8%， 财产净收入增长5.7%，
转移净收入增长3.5%。

2021年， 全市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43640元，比上年增长12.2%。
八大类消费支出全面增长， 其中
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
品及服务消费增速较高， 分别为
22.0%、21.0%和20.3%。

就业保持稳定， 全年城镇新
增就业26万人， 各季度城镇调查
失业率均控制在调控目标5%以
内。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市发展改革委、 市民政局、 市财
政局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市退役军人局、 国家统计局
北京调查总队等六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北京市进一步健全社会救
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
动机制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
知》）。 修订后保障对象由6类人
群扩大到8类。

据了解， 2016版预案的保障
对象主要是6类人群， 包括城乡

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 领取失业
保险金人员、 享受国家定期抚恤
补助的优抚对象 （含部分农村籍
退役士兵）、 享受定期抚恤金的
见义勇为人员及家属 、 孤残儿
童。 《通知》 在此基础上， 将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 艾滋病病毒感
染儿童两类人群纳入保障范围。
此外， 将补贴发放时间由相关价
格指数发布后20个工作日内， 进
一步缩减至价格指数发布当月足
额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

此外 ， 《通知 》 在启动条
件、 补贴标准等方面均基本延续
原有规定。 具体来说， 启动条件
方 面 ， 当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CPI） 单月同比涨幅达到3.5%或
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幅达到6%
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对补贴
范围内的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
补贴。 补贴标准方面， 价格临时
补贴标准=本市当年城乡低保标
准×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
用价格指数 （SCPI） 同比涨幅。

北京进一步健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保障对象由6类人群扩大到8类

北京新增5例本土核酸检测阳性者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在19日

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
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
绍，1月19日0时至18时，北京新增
5例本土核酸检测阳性者。4人为
同一单位冷库装卸工，另1人为同
住密接，一同从事冷库装卸工作。

核酸检测阳性者1： 现住房
山区长阳镇北广阳城大街8号单
位宿舍， 每周例行做一次核酸检
测。 自述于1月17日出现咳嗽症
状， 自行服用自备药， 未就医。
1月19日报告核酸检测结果异常，
区疾控中心立即复采其标本进行
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 市疾控
中心检测出德尔塔变异株特异性
突变位点。 该人员已转至定点医

院隔离治疗。
核酸检测阳性者2： 与核酸

检测阳性者1共同居住， 每周例
行做核酸检测一次。 自述于1月
18日早上出现鼻塞症状， 1月19
日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目
前该人员已转至本市定点医院隔
离治疗。

核酸检测阳性者3： 现住丰
台区万柳园社区， 每周例行做核
酸检测一次。 自述于1月16日出
现咳嗽症状， 用身份证在房山库
房附近长阳镇某平价药店购买复
方氨酚烷胺胶囊、 阿莫西林、 感
冒速通片 ， 服药后症状有所缓
解， 未就医。 1月19日报告核酸
检测结果异常， 区疾控中心立即
复采其标本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

为阳性。 市疾控中心检测出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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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酸检测阳性者4： 与核酸
检测阳性者3共同居住， 每周例
行做核酸检测一次。 1月19日例
行核酸检测结果异常， 区疾控中
心立即复采其标本进行核酸检
测， 结果为阳性。 市疾控中心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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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酸检测阳性者5： 与核酸
检测阳性者3和4共同居住。 1月
19日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目前该人员已转至本市定点医院
隔离治疗。

丰台区万柳园小区18号、15号楼划定为封控区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在19日

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丰
台区副区长薄澜介绍， 丰台区于
19日10时33分接到房山区疾控中
心混采初筛阳性通报后， 丰台区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
速进入疫情防控应急状态， 落实
各项管控措施。

丰台区对阳性样本涉及人员
及同住人员立即入户采样， 将相
关人员转至丰台区中西医结合医
院进一步排查。 同时开展流调溯
源工作、 风险人员和风险区域排
查， 并启动相关人员核酸检测和
环境采样工作。

根据核酸检测阳性人员住所
判定， 万柳园小区18号、 15号楼

为封控区； 封控区周边的7栋楼
宇及行动轨迹涉及的场所划定为
管控区； 将万柳园小区其他楼宇
划定为防范区。

迅速展开人员及环境采样，
已对核酸检测阳性人员住所及
楼宇进行环境采样， 并已启动
万柳园小区全员核酸采样检测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