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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开展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防治工作
据央视新闻消息，截

·防疫须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病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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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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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即将
到来的春节，人员流动频繁增加了传染病的
传播风险。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
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做好以下几件事：

韩国：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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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个人防护

极应对。

·重要指示·

·疫情进展·

1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
要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要全力救治患者，尽快查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
因，加强病例监测，规范处置流程。要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深化国际合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各相关部门和地
方要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措施。加快查明病毒
源头和感染、传播等机理，及时客观发布疫情和防控工作信息。做好与世
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沟通协调，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坚
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同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有力有效遏制疫情。
一是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按照多部门
联防联控机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
二是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落实属地责任。武汉市要严格落实防控措
施，把好相关市场关闭、野生动物管控和机场、车站、码头等体温筛检关
口。各地要因地制宜落实重点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的通风、消毒、测体温
等必要措施，同时加强监测和预检分诊，确保疫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
三是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措施，调配精
干力量和医疗资源，加强患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全力做好患者特别是重
症患者救治。加强各类医院的防控措施，严格控制医院感染，强化医务人
员防护。
四是坚持公开透明，及时客观向社会通报疫情态势和防控工作进展，
统一发布权威信息。科学宣传疫情防护知识，提高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加
强与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沟通合作。
五是加强科研攻关。在已查明病原基础上，尽快查明传染源、传播途
径，密切跟踪病毒毒力、传播力变化，做好应对疫情变化技术准备。
会议强调，各有关方面特别是医疗系统要加强春节期间在岗值守，做
好应急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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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增3例感染病例 均去过武汉

截至1月20日20时，北京共确诊5例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月20日晚，北京市卫健委官方
微博发布了新增3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的相
关情况。
公告显示，本市2名男性患者，分别于1月7日和1
月9日去过武汉，并短暂逗留，两人分别于1月13日和1
月14日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1名老年女性患者，从
武汉来京探亲，于1月13日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根
据上述三名患者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经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专家组评估，1月20日确诊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3名患者已在定点医院

接受隔离治疗，其中2名病情平稳，1名患者病情危重。
北京市已对所有23名密切接触者开展医学观察，目前
无发热等异常情况。
1月20日上午，北京市大兴区卫健委发布消息，大
兴区确诊的两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患者已
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无呼吸道症状，病情
平稳。
针对此情况，目前北京市已积极开展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治工作。目前已成立了防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工作领导小组，卫生、宣传、网信、公
安、交通、市场、医保、药监等部门参加，形成防治合力。

全国累计报告感染病例224例

截至1月20日20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病例224例，其中确诊病例218例（武汉市
198例，北京市5例，广东省14例，上海市1例）；疑似病
例6例（四川省2例，云南省1例，上海市1例，广西壮族
自治区1例，山东省1例）。日本通报确诊病例1例，泰国
通报确诊病例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1例。
1月20日晚，国家卫健委确认上海市首例输入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同时，继首例输
入性病例确诊后，广东省也确认新增13例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新增病例中，深圳8例、珠海3
例，湛江、惠州各1例，均收治在当地定点医疗机构隔
离治疗。其中，11例病例有武汉居住或旅行史，2例与
病例有密切接触史。首发症状大多为发热、咳嗽（干咳

为主）、乏力、胸闷、呼吸困难等。重症4例，危重症2例，
无死亡病例。
据央视报道，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专家钟南
山表示，根据目前资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肯定的
人传人。对防疫而言，武汉减少输出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方面，武汉会有很严格的筛查检测措施，特别是体
温检测，体温高的不建议离开武汉。预防和控制最有
效的方法是早发现早治疗，确诊病例的隔离治疗非常
重要，这个冠状病毒没有特效药，但是现在正在进行
一些动物试验观察，科学研究要跟上。春节期间，估计
得病的人数还会有增加，要防止传播，防止出现超级
传播者。

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避免
接触发热呼吸道感染病人，如需接触时要
佩戴口罩；勤洗手，尤其在手被呼吸道分泌
物污染时、触摸过公共设施后、照顾发热呼
吸道感染或呕吐腹泻病人后、探访医院后、
处理被污染的物品以及接触动物、动物饲
料或动物粪便后；不要随地吐痰。打喷嚏或
咳嗽时用纸巾或袖肘遮住口、鼻；加强锻
炼，规律作息，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避免接触野生禽畜

避免接触禽畜、野生动物及其排泄物
和分泌物，避免购买活禽和野生动物；避免
前往动物农场和屠宰场、活禽动物交易市
场或摊位、野生动物栖息地等场所。必须前
往时要做好防护，尤其是职业暴露人群；避
免食用野生动物。不要食用已经患病的动
物及其制品；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冰鲜禽肉，
食用禽肉蛋奶时要充分煮熟，处理生鲜制
品时，器具要生熟分开并及时清洗，避免交
叉污染。

杜绝带病上班、聚会

如有发烧、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居家休息，减少外出和旅行，天气良好时居
室多通风，接触他人请佩戴口罩。要避免带
病上班、上课及聚会。

及时就医

从武汉等地外出旅行归来，如出现发
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应根据病情就
近选择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并戴上口罩就
诊，同时告知医生类似病人或动物接触史、
旅行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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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街观察

ijie observation

营商改革，由术及道
肖涌刚

营商环境改革深入制度肌理。

动改革深入。某种程度上，营商环境的优

目前， 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

化改革也在遵循这一路径。 去年国家层

在按计划公开征求意见。 市发改委相关

面首部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 便将营

负责人提到，2020年，北京市将把优化营

商环境建设提到了制度建设层面。

商环境改革作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

今年北京的做法契合了这一逻辑，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以法治化建

并且再进一步。 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

设为主线， 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

出， 将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

位置， 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管机制，推行告知承诺审批制度改革，在

显著优势的营商环境制度体系。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试行“一枚印章管

突出制度建设，意味着从1.0到3.0的

审批”制度。

改革举措，绝不是心血来潮的权宜之计，

告知承诺审批制度改革， 是一场真

而是具有长期性、连贯性、稳定性的政策

正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这其中，政府角

体系。以法治化建设为主线，也契合了今

色转变和机构调整是表面， 思想革新和

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推动出

权力重新分配是里子。 它改的将不仅仅

台我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是审批和监管流程，作为发力点，这一变

前几年，北京优化营商环境基本是

革还将撬动政府治理体系的深刻调整。

两条线，一是做减法，降低准入门槛，减

一方面， 告知承诺对接的是以信用为基

少审批环节，压缩企业开办时 间 ，换 取

础的监管制度改革；另一方面，事前监管

投资增量；二是做加法，政府主动靠前，

调整为事中事后监管， 政府职能部门的

上门服务， 搭建合作平台， 以赢取企业

权限必然要进行调整。

“芳心”。

这当然也是全国“放管服”改革走到

不过， 这些改革大都停留在术的层

今天的生动实践。 作为营商环境评价的

面，直面企业需求和群众呼声，重在用，

样本城市之一， 北京的改革举措意高而

效果也往往立竿见影， 北京乃至全国营

旨远。

商环境在世界评价体系中连年攀高。但

在北京乃至全国经济面临新旧动能

改革越到后期，所剩的空间越窄，面临的

转换的当下，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挑战越大，触动的利益越深，难啃的骨头

定作用， 尽可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

越多。营商环境改革也不例外。
“真正的改革难题是技术手段解决

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通过立法和制度

不了的。”而中国式改革往往遵循一个规

层面动刀子，以消除边界宽泛问题，摆脱

律，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符合自身发展

传统监管路径依赖，增强企业信心，是打

的有效经验， 再通过立法等手段确认为

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地的必由之路。

制度。 而确认后的制度将继续反哺并推

所谓，术有尽而道无穷。

“深夜食堂”等拉动北京服务性消费增长9.6%
与全国
GDP增速同步，1月20日，北京市统计局副局
长庞江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9年北京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371.3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同比增长6.1%。其中，第三产业以超
80%的占比成为经济增长“压舱石”。受产业
带动，服务性消费增速领先，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也稳步提升。
“2019年北京实施服务业扩大开放，市
场主体活力也被进一步激发。”庞江倩表示，
当前，全市现代服务业占全市服务业增加值
超七成，占全市GDP比重超六成。
“基于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互联网+相关
行业也保持迅猛发展势头。”庞江倩指出，
2019年1-11月规模以上互联网信息服务、平
台服务和数据服务企业实现收入增速都在
30%左右。
“互联网服务的广泛开展不仅促进了服
务业自身的转型升级，也促进了消费潜力的
进一步释放。”庞江倩表示。2019年，全市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270.1亿元，增长
4.4%。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实现网上
零售额3366.3亿元，增长23.6%。
2019年，全市居民人均通过互联网购买
商品和服务的支出是1644元，同比增长
13.5%，占消费支出比重接近4%。
消费业态更新的同时，消费升级迹象也
日趋明显。从社零商品类别看，限额以上批发
和零售业企业实现的日用品类、家用电器和
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
长25.7%、21.5%和9.6%。
在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
晶看来，消费升级还表现在服务性消费潜能
不断释放。2019年，全市居民人均服务性消
费支出同比增长9.6%，比商品性消费支出高
出3.5个百分点。
其中，餐饮、文化娱乐等服务性消费不断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

2019年全市居民消费支出情况
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

同比增长9.6%

人均在外饮食支出

2441元，同比增长14.4%，较上年同期提高4.1个百分点
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增速较上年提高14.7个百分点，人均电影、演出支出增长13.6%

加快。居民服务性消费向个性化、多元化转
变。比如餐饮方面，全市通过开展“深夜食堂”
“假期经济”助推居民在外就餐；老字号餐厅
加快数字化经营，平台经济兴起也带动外卖
快速增长。
数据显示，2019年，全市居民人均在外饮
食支出2441元，同比增长14.4%，较上年同期
提高4.1个百分点。文化娱乐消费方面，随着电
影产业突破性发展，全市全年居民人均文化
娱乐消费支出增速较上年提高14.7个百分点。
其中，人均电影、演出支出增长13.6%；随着智
能终端、电子支付手段多样化以及快递物流
业快速发展，居民消费方式日趋便利化。
此外，卞晶表示，随着“90后”年轻消费主
力军崛起，新兴消费热点不断涌现。2019年全
市居民个人护理用品的支出同比增长10.3%。
其中，化妆品消费同比增速由降转升。
“就业是民生之基，更是经济社会稳定
器。”在卞晶看来，全市消费潜力的进一步激
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居民增收。“收入增加得
益于三个方面，包括全市范围内推进的稳就
业举措。”
据介绍，去年四季度，北京市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4%，保持低位运行。2019年，全市新增
就业35万余人，超额完成就业目标。
失业率低位运行传导向居民收入端的具

体表现为，全市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7756元，比上年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6.3%。其中，全市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达到4.1万元，同比增长9.4%，较上年扩大4.6个
百分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也超过六成。
“稳就业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19年
全市提出的‘降返补’政策。”卞晶表示。比如，
2019年，全市推行降低社保费率、基本养老保
险单位缴费费率；对于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企
业，提高失业保险金返还比例至50%；鼓励企
业招用城乡就业困难人员，提高补贴标准等。
与此同时，“高校毕业生谋创业、就业困
难群体精技能”特征显著。2019年北京地区
1300余名毕业生自主创业，并建立22个高精
尖创新中心；针对就业困难群体，大兴围绕新
机场建设，开办岗位适应培训，帮助1800余
名大兴户籍劳动者在机场就业；延庆开办滑
雪教练培训班和世园会服务技能培训班，分
别有2000和3000余人参加培训。
其次，个税减免和社保政策也同步带动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据统计，个税改革
对于2019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拉动1个百分点；同年，全市发布各项社会保
障标准上调政策文件，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并轨、推动居民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
有效拉动居民转移净收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