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2023
（首届）雁栖湖迎春游园庙会将于
1月22日至28日 （正月初一至初
七），在北控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登场。

此次雁栖湖迎春游园庙会将
汇聚南北特色美食、文化体验、特
色农产品、 趣味游乐以及马戏团
表演和爱乐新春互动音乐会，将

传统文化特色、科技创新、地域文
化和民俗风情进行融合， 为来怀
柔旅游的市民提供一个全新 “打
卡”点。此外，主办方雁栖湖国际
会展公司积极支持乡村振兴，为
密云区冯家峪镇各类扶贫产品免
费提供展卖场地， 届时将会售卖
蜂蜜、木耳及杂粮等特色农产品，
以最优惠的价格让利消费者。

雁栖湖迎春游园庙会正月初一登场

老字号年货
保供节日市场

春节临近， 各家老字号纷纷
拿出 “绝活儿” 让市民饱口福。
在护国寺小吃地安门店， 上午10
点多， 这里已经排了不少顾客。
该店经理介绍， 连日来店里的特
色扒鸡每天限量在三四百只， 仍
然供不应求， 店里师傅24小时轮
班， 以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公众
参与政务服务“好差评”将有统一
规范； 老年人家居环境适老化改
造将有服务规范； 老旧小区综合
整治， 如何评价将有标准……记
者昨天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今年， 本市出台地方标准制定项
目计划，共涉及项目211项 ，涉及
公共安全、城市治理、工程建设、
社会服务与公共卫生等方面。

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方面， 将围绕推动区域能源
结构低碳化转型，制定《低碳出行
碳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围绕城
市副中心高水平建设，制定《城市

副中心新型电力系统10kV及以
下配电网设施配置技术规范》。

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加强
生态环境建设方面， 将围绕提升
城市基础设施运行水平，制定《城
市综合管廊数字化建设要求》等
标准。 围绕交通综合治理， 制定
《城市道路慢行交通系统服务评
价规程》《城市轨道交通评价指标
体系》等标准。

在着力增进民生福祉方面，
将围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制定
《供热系统入户巡检规程》 等标
准，研究《社区菜市场智慧化设置
规范》《居民小区排水服务规范》

等标准。 围绕扩大普惠性养老供
给，制定《老年人家居环境适老化
改造服务规范》等标准。推进老旧
小区改造，制定《老旧小区综合整
治评价标准》。

在新阶段疫情防控及助力复
工复产方面， 将围绕全力做好医
疗服务保障，制定《急救车洗消站
运行规范》《心理援助热线服务与
管理规范》等标准。围绕提升政务
服务水平、 优化营商环境， 制定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评价规范 》
《公众参与政务服务 “好差评”规
范》《电子证照共享服务系统接入
规范》等。

涉公共安全、城市治理等方面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市商务局获悉， 本市今年
以贯彻落实 《加快建设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 促进生活服务业转型
升级的若干措施》为主线，全面提
速全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据了解， 市商务局将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纳入 《全市商业消费
空间布局专项规划》一体推进。目
前，指导东城区、石景山区、西城
区入选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试点区，培育、建设东花市南里
社区、古城南路社区、广外街道名

苑社区等31个便民生活圈。
缺什么补什么， 依托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动态地图， 市商务局
收录全市便民商业网点超过11万
个，从供给、消费、便利性等维度
进行大数据监测分析， 指导各区
精准补建便民商业网点。 持续优
化便民商业网点布局，新建、改造
基本便民商业网点540个，全市实
现每百万人拥有连锁便利店 （社
区超市）329个，引导大型电商、连
锁流通企业改造提升136个农村
便民店。

此外， 开展数字化升级，其
中， 推动无接触式智能配送站落
地社区， 美团已在朝阳区三里屯
街道、东湖街道试点推进。门头沟
区在社区、职业学校投放7家24小
时智能无人便利店。

在壮大市场主体方面， 政企
联动推进生活圈建设， 对符合条
件的新建社区菜市场、早餐店、连
锁超市、便利店、药店等项目给予
资金支持。 发放餐饮消费券1.05
亿元， 本市2000多万人次参与领
券，覆盖八成活跃餐饮商户。

本市今年全面提速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415元
2022年北京GDP同比增长0.7%

今年本市拟出台211项地方标准

缺什么补什么 开展数字化升级 壮大市场主体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近日，
“这么近 那么美 周末到河北 ”
2023冬季游河北福地过大年宣传
推广活动在北京启幕， 推出五大
主题冬游产品和精品线路。

此次河北省文旅厅推出 “戏
冰雪、泡温泉、品美食、游古城、赏
民俗” 五大主题冬游产品和精品
线路， 让河北成为京津游客休闲
度假的首选地。 同时， 河北省共
150余家A级景区推出门票免费

或半价活动，80余家星级饭店推
出春节期间房价减半优惠活动。
此外， 推出各类文化和旅游活动
600余项。

据了解， 河北省与过年有关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达177项，春
节期间将启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联
动的河北省“2023年非遗过大年”
活动，剪纸年画、舞狮鼓乐、树花
灯会、 名吃美食等充满浓浓年味
儿的非遗产品活动异彩纷呈。

冬季游河北宣传推广活动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1月19
日， 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
北京调查总队发布2022年北京市
经济运行情况。 根据地区生产总
值统一核算结果， 北京2022年全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1610.9亿
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
长0.7%；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77415元， 比上年增长3.2%。

分产业看， 2022年北京第一
产业实现增加值111.5亿元 ， 下
降1.6%；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6605.1亿元 ， 下降 11.4% ； 第三
产业实现增加值 34894.3亿元 ，
增长3.4%。

2022年， 全市市场总消费额
消费受疫情影响较大， 比上年下
降4.9%， 其中服务性消费额下降
2.9%；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794.2亿元 ， 下降 7.2% 。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中， 按消费形态
分 ， 商品零售12832.6亿元 ， 下
降 6.6% ， 餐饮收入 961.6亿元 ，
下降15.2%。 按商品类别分 ， 限
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 与基本

生活消费相关的粮油食品类、 饮
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6.0%和
2.4%； 与升级类消费相关的金银
珠宝类、 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
售额分别增长10.6%和0.6%， 汽
车类商品零售额下降13.4%， 其
中新能源汽车增长17.1%。 限额
以上批发零售业、 住宿餐饮业实
现网上零售额5485.6亿元， 比上
年增长0.4%。

2022年，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比上年上涨1.8%， 其中消费品价
格上涨2.8%，服务价格上涨0.7%。
分类别看， 交通通信类价格上涨
5.0%，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3.1%，
生 活 用 品 及 服 务 类 价 格 上
涨 1 . 6%， 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
格上涨1.6%， 医疗保健类价格上
涨0.7%， 教育文化娱乐类、 居住
类 、 衣着类价格均上涨 0.6% 。
12月份 ，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
涨1.8%， 环比上涨0.3%。

2022年， 全市城镇调查失业
率均值为4.7%， 运行在5.0%的年
度调控目标内， 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
2022年 ， 全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77415元 ，比上年增长
3.2%，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4.6%，
转移净收入增长2.6% ， 财产净
收入下降 0.3% ， 经营净收入下
降3.9%。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84023元， 增长3.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54
元，增长4.4%。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燕南
表示， 2022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
部环境、 国内经济发展 “三重压
力” 以及超预期因素影响， 全市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出台
了一系列稳经济政策和接续措
施， 助企纾困， 保障重点群体就
业， 保供稳价， 保障民生， 着力
稳定经济大盘， 总体经济保持增
长， 发展质量继续提升。 “随着
疫情防控转入新的阶段， 还有一
系列稳增长的相关政策继续发挥
效果， 2023年北京经济将会整体
好转 ， 发展质量也会进一步提
升。”

工工地地送送祝祝福福 致致敬敬建建设设者者
近日，通州区城管执法局组织开展“综合执法在身边 服务群众零

距离”———进工地为工人送新春祝福活动。活动中，执法队员和志愿者
代表一同走进新华街道辖区内施工工地，将灯笼和福字、春联送到副中
心建设者们手中。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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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景泰泰蓝蓝皇皇家家艺艺术术庙庙会会大大年年初初二二开开启启
大年初二至正月十五， 由北京市珐琅厂主办的 “玉兔祥瑞贺新春

喜‘器’临门添百福”第十届景泰蓝皇家艺术庙会将开启。本届庙会邀请
老字号企业料器、内画、石画、雕漆等传统工艺助阵，打造具有北京文化
特色的“京味”庙会。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核准东坨村110千
伏输变电工程和于辛庄220千伏
变电站110千伏送出工程。两项工
程均计划于今年开工建设， 明年
投产。

据了解，东坨村110千伏输变
电工位于昌平区马池口镇， 计划
新建110千伏变电站1座， 总建设
用地面积约4079平方米， 项目建
成后将为中国移动国际信息港等
创新基地项目提供电力保障，提

高供电可靠性， 助力昌平区打造
高精尖产业发展新高地。 于辛庄
220千伏变电站110千伏送出工程
位于昌平区沙河镇， 规划利用现
有隧道，在于辛庄220千伏变电站
至松兰堡110千伏变电站新敷设
电力电缆7320米， 并新建其他配
套电力设备设施。 项目建成后将
为沙河高教园区各项目， 尤其是
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沙河校区、
中石化沙河科研中心等重点项目
提供电力保障。

昌平区两项电力工程明年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