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报咨询电话：63522410

广告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八年
来， 北京持续加强与天津、 河北
两省市的协同联动， 推动雄安新
区和城市副中心 “两翼” 联动发
展， 重点领域任务取得新突破，
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取得积极
成效。 2月23日， 北京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市委市政府京津冀
协同办） 介绍了北京市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成效。

据了解， 八年来， 本市综合
运输服务示范成果持续推陈出
新。 实现了38条公交线路跨市域
运营， 线路总里程2700余公里 ，
日均客运量超过27万人次， 服务
范围辐射环京10多个县市。 开通

了平谷到遵化等6条省际班线的
公交化运营试点 。 京津冀交通
“一卡通” 与全国288个城市实现
了互联互通， 推进向雄安新区延
伸覆盖。 轨道交通与天津、 上海
等5个城市实现 “二维码 ” 一码
通行。

“轨道上的京津冀” 打造区
域交通新格局 。 京津城际延长
线、 京张高铁、 京雄城际铁路、
京哈高铁京承段等建成通车， 城
市副中心站枢纽、 丰台和朝阳火
车站及配套交通枢纽加紧建设，
加快打造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交通
新格局， 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
路1.5小时通达， 京雄津保 “1小

时交通圈” 已经形成。 区域公路
网不断织补加密， 北京市高速公
路总里程达1176公里， 较2014年
增长近20%； 建成良常路南延 、
国道105等一批国省干线， 实现
厂通路、 西太路等跨区域道路开
工建设。

本市深入持续推进京津冀医
疗卫生支持合作项目。 目前已累
计实施京冀医疗卫生重点合作项
目40个 、 京津医疗卫生合作16
个。 “交钥匙” 新建医院工程顺
利推进， 预计2023年交付雄安新
区 。 持续推进医疗卫生政策协
同， 京津冀地区医疗机构临床检
验结果互认医疗机构总数达到

485家， 京津冀三地医疗机构医
学影像检查资料共享结果机构达
到239家。

本市严格执行并修订完善新
增产业禁限目录 ， 不予办理新
设立或变更登记业务累计近2.4
万件。 扎实开展 “疏解整治促
提 升 ” 专 项行动 ， 2014年以来
全市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
企业约3000家， 疏解提升区域性
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近1000个 ，
建设提升便民商业网点 7000余
个。

本市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稳步
推进， 推动北京优质公共服务资
源向天津、 河北布局， 成立14个

跨区域特色职教集团 （联盟 ），
开展教育协同帮扶项目。 区域环
境生态治理持续改善， 2021年北
京PM2.5平均浓度 33微克/立方
米 ， 空气质量首次实现全面达
标 ， 较2013年下降63.1%； 永定
河、 潮白河等五大主干河流26年
来全部重现 “流动的河” 并贯通
入海。 区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京津冀三地及雄安新区实现互设
“跨省通办” 窗口， 京津冀 “一
网通办” 专区新增区域服务事项
55项； 三地税务部门联合制定19
项跨区域协同便利化举措， 共同
发布京津冀办税事项 “最多跑一
次”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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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批复永旺110千伏
输变电工程项目。 记者了解到，
项目将于今年9月启动建设， 预
计明年12月完工。

据了解， 生命科学园是国内
生命科学领域创新资源最为集中
的园区之一。这里分三期建设，目
前一二期已建成。 园区聚集了大
量高水平研究机构及生命科学领
域高端人才，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
所、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等均坐落于此。目前，生命科学园
地区主要由生命园110千伏变电
站供电。 随着生命科学园三期等
项目即将入驻，预计至2025年，新
增用电负荷约为85兆伏安。 现有
供电设备难以有效保障后期大容

量新增项目的电力需求。
永旺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

目位于生命科学园区域内， 昌平
区北清路与二拨子工业园区东路
交叉口西南角， 用地面积约4589
平方米 ， 总建筑面积 3614平方
米。 项目将新建110千伏变电站1
座， 安装50兆伏安有载调压变压
器2台， 新建电力隧道长约2900
米， 利用新建和现状隧道敷设电
缆线路折单约16100米 。 依据地
区电网规划， 永旺110千伏变电
站投运后， 将与生命园110千伏
变电站共同为园区供电， 同时通
过实施10千伏双环网建设， 大幅
缓解供电压力， 满足区域负荷快
速增长需求 ， 支撑重点项目落
地， 优化供电格局。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2月23
日， 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市
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 2
月22日11时至2月23日11时， 本
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
例， 其中7例为在外省参加某公
司培训班人员， 1例为内蒙古自
治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感染者5： 现住经开区荣华
街道鹿鸣苑小区。 2月17日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 2月17日至20
日前往外省出差参加某公司培训
班， 2月20日在外省核酸检测结
果为阴性， 2月21日乘坐G502次
列车转G516次列车返京。 2月22
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已转至
定点医院， 综合流行病史、 临床
表现、 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
等结果， 当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6： 现住经开区荣华
街道鹿鸣苑小区， 为感染者5的
妻子， 基本情况同感染者5。 2月
22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已转
至定点医院， 综合流行病史、 临
床表现、 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
查等结果 ， 当日诊断为确诊病
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7： 现住朝阳区来广
营乡润泽悦溪小区。 2月16日核
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2月17日至
20日前往外省出差参加某公司培
训班， 2月20日在外省核酸检测
结果为阴性， 2月20日乘坐Z6次
列车于21日抵京， 当日核酸检测

结果为阴性。 2月22日作为确诊
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
离， 当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已转至定点医院 ， 综合流行病
史、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测和影
像学检查等结果， 诊断为确诊病
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8： 现住通州区通运
街道武夷花园月季园小区。 2月
17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2月
18日至20日前往外省出差参加某
公 司 培 训 班 ， 2 月 20 日 乘 坐
HU7188航班返京。 2月21日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 当日作为外省
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居家
隔离， 2月22日核酸检测结果为
阳性， 已转至定点医院， 综合流
行病史、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测
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 当日诊断
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9： 现住顺义区李遂
镇易郡山庄小区。 2月16日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 2月17日至20
日前往外省出差参加某公司培训
班， 2月20日在外省核酸检测结
果为阴性 ， 当日乘坐Z6次列车
于21日抵京。 2月22日作为外省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
隔离， 期间出现发热、 咽部不适
等症状， 当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
性， 已转至定点医院， 综合流行
病史、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测和
影像学检查等结果， 诊断为确诊
病例，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10： 现住西城区展览
路街道百万庄北里西巷小区， 为

2月22日通报的感染者2的母亲。
2月16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2
月17日至20日前往外省出差参加
某公司培训班， 2月20日在外省
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当日乘坐
G530次列车返京。 2月21日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 2月22日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 已转至定点医
院， 综合流行病史、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
果 ， 2月23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
临床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11： 现住西城区白纸
坊街道平原里小区。 2月17日核
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2月17日至
20日前往外省出差参加某公司培
训班， 2月20日在外省核酸检测
结 果 为 阴 性 ， 2 月 21 日 乘 坐
MU2451航班返京。 2月23日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 已转至定点医
院， 综合流行病史、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
果， 当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
分型为轻型。

感染者12： 现住通州区临河
里街道方恒东景小区。 2月17日
乘坐D1072次列车返京 。 2月18
日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确诊
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
离。 2月16日、 18日及19日核酸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2月22日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已转至定点
医院 ， 综合流行病史 、 临床表
现、 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
结果， 当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
床分型为普通型。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记者
昨天从市教委获悉， 23所在京院
校今年新增44个高等职业教育专
业， 同时有3所学校的4个专业被
撤销。

在此次23所院校新增的44个
专业中 ， “智能 ” 成为热门词
汇， 其中北京联合大学新增人工
智能技术应用， 北京电子科技职
业学院新增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
业，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新增
智能机电技术专业、 大数据与财
务管理等等。 一些院校新增专业
聚焦新兴产业， 如北京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增加健康大数据管理与
服务专业，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
院新增融媒体技术与运营专业，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增加网络营销

与直播电商专业等。
另外，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北京经
贸职业学院3所学校共撤销4个专
业， 包括数控技术、 旅游管理、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 市场营
销。

市教委要求， 各校要紧密对
接人才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实
际， 按照高质量、 有特色、 国际
化的建设思路， 推进产教深度融
合、 校企深度合作， 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 营造特色育人环境， 建
设高水平师资队伍， 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大国工匠精神、 先
进企业文化融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 努力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
能型人才。

北京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北京新增8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3所首都院校新增44个高职专业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怀柔区了解到 ，
2022年怀柔区新一轮百万亩造林
绿化工程预计4月开工。 此次工
程总任务10119.82亩， 涉及11个
镇乡和怀柔科学城， 目前已完成
立项批复及设计招标。

今年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
项目包括， 城区小微绿地建设工
程项目 45.21亩 ， 涉及科学城 、
庙城镇； 平原重点区域造林项目
5054.84亩 ， 涉及怀柔 、 九渡河
等7个镇； 浅山区山前平缓地造
林工程5019.77亩 ， 涉及喇叭沟
门、 长哨营等4个镇乡。 项目计
划3月底完成全部前期手续办理
和土地流转， 6月底完成绿化栽

植主体任务。
怀柔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自2018年起， 怀柔区围
绕 “一廊、 两区、 三带”， 按照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要求，
以推进森林城市、 生态修复建设
为重点， 以市郊铁路怀密线、 通
密线沿线景观提升等重点工程为
抓手， 打造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工
程。 今年项目实施后， 累计增绿
将达6.21万亩， 形成多类型、 多
层次、 多功能、 成网络的高质量
绿色空间体系。 “在功能上， 我
们充分统筹疏解整治拆迁腾退还
绿， 因地制宜设置休闲游憩、 运
动健身等设施， 让市民在家门口
享受高品质的生态休闲空间。”

怀柔今年造林绿化工程将超万亩

永旺110千伏输变电工程9月启动

涉朝阳、 通州等多区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2月23
日， 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市
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 当
前国内本土聚集性疫情多点散
发， 疫情防控不能有丝毫麻痹松
懈。

刘晓峰表示， 要坚持 “外防
输入、 内防反弹” 总策略， 按照
迅速行动 、 排查要快 、 管控要
严、 处置要果断， 坚决阻断病毒
传播渠道的要求， 严格落实四方
责任， 坚持 “四早” 原则， 科学
精准开展病例调查及风险人员排
查， 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风

险。 重点人群、 重点行业及重点
区域要加强人员健康监测、 核酸
检测等防控措施。 各单位要严格
落实各项防疫要求， 减少人员流
动、 减少人员聚集、 严控各类社
会机构在京举办跨省区市会议、
培训等活动， 建议采用视频形式
远程参加。

刘晓峰提醒， 请与病例活动
轨迹有交集的人员、 接到健康宝
弹窗提示的人员， 立即主动向社
区报告 ， 配合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 请广大市民朋友进一步强化
个人防护意识， 继续坚持不去中
高风险地区及有病例报告地区旅

行或出差， 不跨省区市参加大型
培训或会议， 保持科学正确佩戴
口罩 、 勤洗手 、 常通风 、 少聚
集、 一米线、 用公筷等良好卫生
习惯 ，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

北京疾控提醒：

市民不跨省区市参加大型培训或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