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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紧急配送4万盒抗流感药
下周还将继续采购
“奥司他韦”可满足医疗机构需求

本报讯（记者 张小妹）流感高发季，用于抗
流感病毒的奥司他韦成为医疗机构的热门药
物。日前部分医疗机构出现了奥司他韦短缺的情
况，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市食药监局了解到，本周已
启动紧急调配，各批发企业已经将 4 万盒奥司他韦
供应到医疗机构，可满足用药需求，昨日又有 4000
盒奥司他韦运达北京。
市食药监局医疗器械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张松
介绍说，上周四、五，面对突然到来的流感高峰，个
别医疗机构由于准备不足，抗病毒药奥司他韦库存

明显告急。为此，市食药监局向全市五大药品供应
商发出紧急通知，责令各企业启动紧急调运，保证
流感用药奥司他韦的供应。
“本周一和周二，本市各
批发企业已经将 4 万盒奥司他韦送到了各医疗机
构，此外还有 1.5 万盒库存，正在持续配送中”，张松
说：
“同时，
与药品生产企业的采购也在进行中”
。
北青报记者昨日从市食药监局获悉，昨日新一
批 4000 盒奥司他韦已运达北京，下周还将有药品
运抵北京。此外，上海口岸也有一批抗流感病毒药
物奥司他韦正在进行分装检验，待分装检验完成

后，将向全国发货。国内具有生产奥司他韦能力的
厂家，已经与北京五大供应商签订保障合同，在紧
急情况下可以保证货源供应。
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
（2018 年版）》，目前感染人的主要是甲型流感病毒
中的 H1N1、H3N2 亚型及乙型流感病毒中的 Victoria 和 Yamagata 系。建议 48 小时内服用抗流感
病毒药物，可减少流感并发症、降低住院患者的病
死率、缩短住院时间，发病时间超过 48 小时的重症
患者依然能从抗病毒治疗中获益。

国家卫计委推荐的抗流感病毒药物有三种，
分别是奥司他韦、扎那米韦和帕拉米韦，成人与
儿童的剂量用法不一，应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此
外，建议大家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
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
活动，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患者。保持良好的呼
吸道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等
遮住口鼻，咳嗽或打喷嚏后洗手，尽量避免触摸
眼睛、鼻或口；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应居家休息，
及早就医。

相关新闻

流感高峰持续
本报讯（记者 张小妹）今年流感病毒强势来
袭，从北京东区儿童医院获悉，该院就诊高峰从
2017 年 10 月开始，11 月、12 月明显上升，门诊量几
乎翻倍。目前虽然患儿总数有所减少，但流感高峰
仍然在持续。专家提醒，尽量少去人流密集场所
“扎堆儿”，但学龄前儿童容易出现合并脑炎、心肌
炎，或者是热性惊厥等严重并发症，有流感症状时

东区儿童医院门诊翻倍

应该及时就医。
儿内科专家、主任医师孙国会介绍，患儿主要
为甲型流感、乙型流感、或是其他的病毒感染，少数
为细菌感染。同时他提醒，学龄前儿童容易出现合
并脑炎、心肌炎，或者是热性惊厥等严重并发症，有
流感症状时应该及时就医。
入冬以来，流感高发，全国多地出现儿科紧张

情况。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
现流感病毒的变异。随着春节的到来，中小学放假
等聚集人群的减少，流感疫情将会趋于缓解或下
降。孙国会表示，如果孩子首次出现发烧以后伴随
其他的症状，例如精神状态不好，咳嗽、食欲不好、
或呕吐腹泻等症状相对比较多，体温总是反复或者
体温比较高，建议及时去医院就诊。他强调，甲流、

六大天然冰场全部开放

“圆梦冬奥、
相约颐和”
冰上健身活动同期开始

预计冰场将开放至 2 月初

本报讯（记者 王斌）昨天，颐和园昆明湖主湖
区与西堤的冰滑梯区域共计 70 万平方米的冰场全
面开放，
“ 圆梦冬奥、相约颐和”冰上健身活动同期
开始。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昆明湖冰场是市区
内最大的天然冰场，每日开放时间为 8 时 30 分至
16 时 30 分，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将持续至立春节
气，
即 2018 年 2 月初。
冰上自行车、单人或双人冰上自行车、电动碰
碰车、电动冰船、电动冰狗、电动逍遥车、冰鞋速滑
……昨天上午，颐和园昆明湖冰场全面开放，
“圆梦
冬奥、相约颐和”
冰上健身活动同期开始，
10 多个项
目让到场的市民感受到冬季冰上运动的乐趣。除
昆明湖主湖区，颐和园西堤的冰滑梯区域还搭建了
一座冰滑梯，高为 6 米，滑道总长 42 米。登上冰滑
梯的顶端，
颐和园的冬季美景尽收眼底。
昨天是正式营业的第一天，颐和园冰场工作人
员先在冰上模拟应急救援。北青报记者看到，颐和
园冰场目前设 5 个出入口,位于排云殿码头、玉兰堂
码头、铜牛码头、南湖岛码头、西堤码头，分布在颐
和园的东、西两侧方便游客选择。据了解，颐和园
昆明湖冰场的开放，加上此前陆续开放的北海、紫
竹院、陶然亭、北京植物园、什刹海等五家冰场，本
市六大冰场已全部开放。
据介绍，六大冰场在开放初期，需要满足一定
的冰层厚度。为确保游客安全，工作人员每天检测
冰层厚度，冰层厚度达到 15 厘米，由专业部门验收
合格后才能开放。
摄影/本报记者 汪震龙

写字楼、
餐厅和居民楼楼道控烟投诉排前三

2017 年烟民被罚 17 万元

报 11662 件，投诉举报前三位的场所中，除了常“上
榜”的写字楼、餐厅，这次居民楼楼道也成为了前三
名。
“ 居民楼楼道是控烟执法的一个难点”，市卫监
所副所长王本进说：
“老旧小区没有物业，在楼道这
样的公共空间有人吸烟的话管理执法难度很大，这
是下一步我们要重点研究解决的问题。
”
去年，市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共监督检查各类控
烟场所 121621 户次，发现不合格单位 6013 户次，
处罚个人 3292 人，
处罚金额 17.16 万元。
据介绍，
去年本市成人吸烟率为 22.3%，
吸烟人
群 399 万，比《条例》实施前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吸
烟人群减少 20 万。2016-2017 年 3 月国家卫计委

对全国无烟医疗卫生系统暗访检查中，本市排名第
一；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全球最为繁忙的 50
座机场进行无烟政策分析，首都国际机场全面禁烟
被评定为走在国际前列。
据悉，
今年本市将对 19 万医务人员进行简短戒
烟方法培训，
覆盖全市一二三级医疗机构，
培训方法
包括线上线下等途径。此外，2017 年 9 月起，本市
为想戒烟的出租车驾驶员提供免费或者优惠的门
诊、热线、短信等戒烟服务。共有 149 名出租车司机
参加，
1 个月戒烟成功率达 31.0%。今年还将继续在
机关、企事业单位，
包括在出租车领域招募 300 名戒
烟志愿者，
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戒烟服务。

本市今年为群众拟办重要民生实事开始邀市民投票

北京拟增 3 万学位缓解
“入园难”

本报讯（记者 李泽伟）本市今年为群众拟办重
要民生实事昨天开始在首都之窗网站邀市民投票，
这些实事包括 7 个方面 28 件，
包括新增学位 3 万个，
着力缓解“入园难”问题，利用地下人防空间提供停
车位 1 万个等。市民可以选择赞成、
不赞成或弃权。
在 28 件实事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包括 7
件事，
新建、改扩建一批幼儿园，
新增学位 3 万个，
着
力缓解“入园难”问题，在城乡建设 150 个养老服务
驿站，并通过电话问候、上门巡访等方式，为全市不
少于 5 万名老人提供探视巡访服务，组织名中医到

全市 33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居民可每周享
受至少 1 次中医药服务，扶持不少于 150 家实体书
店，向群众发放 5000 万元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改
善群众居住条件上，包括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房 5 万
套，分配公租房 1.5 万套（户）以上，完成 2.3 万户棚
户区改造，为全市 200 个单元门加装电梯或楼道智
能代步器，有效解决老年人和行动不便人员上下楼
难问题，对 3000 台住宅老旧电梯进行风险评估，继
续改造 100 个老旧小区供热管网。
方便市民出行方面，
实现6号线西延（五路居-苹

果园南路）、
8号线三期、
四期（珠市口-五福堂-瀛海）
试运营，
实施100项交通疏堵工程，
完成100处路口、
路段交通组织优化，
新开和调整公交线路40路。
在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方面，推进“厕所革命”，
提升 500 座公厕服务品质，改造升级 80 座旅游厕
所，全市 80%以上的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养老机构
食堂达到阳光餐饮标准，继续建设 100 个一刻钟社
区服务圈，建设提升“规范化、连锁化、品牌化”便民
商业服务网点 1400 个，同 20 家外埠主要供京农产
品企业进一步完善产销衔接机制。

朝阳超八成医疗机构开设老人绿色通道
本报讯（记者 刘旭）2018 年，朝阳区计划实现
80%以上的医疗机构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
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方便老年人就医。同时，
朝阳计划新建、改扩建 7 所中小学，新增优质学位
8040 个，并将推进幼儿园管理分类改革。此外，辖
区 40 个老旧小区计划年内完成“准物业”管理升
级。这是北青报记者昨天从朝阳区人代会获悉的。
今年朝阳区计划实现 80%以上的医疗机构开
设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
道，方便老年人就医。
“2018 年，朝阳区将继续完善

西站春运期间
取消临时候车区

本报讯（记者 王薇）今年铁路春运将从 2 月 1
日开始，至 3 月 12 日结束，共计 40 天。北京西站表
示，今年，北京西站将取消延续了多年的“临时候车
区”改为设置“旅客安置区”。安置区内设有旅客座
椅、车次信息屏等公共设备设施，
主要功能是为旅客
提供短暂休息服务，
不再承担临客进站功能。
北京西站表示，取消多年设置的临候出于多种
考虑。首先，
受
“两节”
相距较远，
大部分院校 1 月份
放假等因素影响，
今年春运客流与去年相比，
呈现出
节前增长平缓、节后增长明显的特点。其次，
进站能
力提升和候车能力增加。为缓解站内候车压力，车
站将原有的团体售票处与现有软席候车室打通，候
车室面积增加 460 平方米。同时改造后原二楼东侧
商业区域内将设置 288 平方米的旅客休息区。
据了解，春运大客流下，车站会采取“限时进
站”措施，将根据不同客流确定提前进站时间，一般
为开车前 4 小时进站候车。早到的旅客可以到“旅
客安置区”温暖等待。今年春运，出京高峰期预计
出现在 2 月 13 日和 2 月 14 日，
西站日进站客流将达
到 24.8 万人。

外卖小哥可拒送
无资质餐厅订单

全市医务人员今年培训简短戒烟法
本报讯（记者 张小妹）对全市 19 万医务人员培
训简短戒烟干预方法、强化十家规范化戒烟门诊、继
续为出租车司机等行业的 300 名戒烟志愿者提供免
费戒烟服务……北京青年报记者从昨天举办的“强
化控烟工作倡导健康生活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
本市
实施控烟条例以来，
成人吸烟者已减少 20 万。
2017 年，北京 12320 热线共受理控烟投诉举

乙流有专门抗病毒的药物奥司他韦，
一般早期 48 小
时以内用药效果最好。所以如果出现流感的症状，
应先到医院就诊，由医生鉴别是哪一种感染，起码
能排除是不是细菌感染。需要注意的是，学龄前以
下的孩子，特别是三岁、五岁以下的孩子很容易出
现严重的并发症，比如合并脑炎、心肌炎，或者是热
性惊厥等，
因此应该及时就医。

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实现有效的医联体内部信息联
通，充分发挥三级专科医院的学科优势，同时鼓励
民营机构积极参与。继续完善儿科、肿瘤专科医联
体建设，探索建立眼科、皮肤病医联体。”朝阳区卫
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时，2018 年，朝阳区三家
社区养老驿站还将设立护理站，为周边社区老人提
供基础医疗、专科护理门诊、居家护理、转介家庭医
生或专科医生等服务，三家护理站预计于 2018 年
上半年陆续开业。
今年，朝阳区将启动实施《朝阳区第三期学前
教育行动计划》，拟通过资源扩充、安全稳定保障、
队 伍 优 化 等 八 大 工 程 ，计 划 新 增 学 前 教 育 学 位
10000 个，将各类型幼儿园纳入级类管理，加强对
无证办园的幼儿园规范整治，推进学前教育阶段幼
儿园管理星级分类改革。

“到2022年，
朝阳区将计划实现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达到 80%以上，与此同时我们还将推进学前教
育阶段幼儿园管理星级分类改革，
实施
‘示范园领航
计划’
，
打造优质幼儿园集群，
保障学前教育持续健康
发展。
”
朝阳区教委相关负责人告诉北青报记者。
“今年朝阳区将计划完成包括六里屯十北社
区、呼家楼呼北社区等在内的 40 个老旧小区物业
管理转型升级工作”，朝阳区社会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
“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升级一批老旧小区、
打造一批品牌小区、培育一批社会企业的‘三个一
批’目标，逐步实现 181 个老旧小区‘准物业’管理
转型升级全覆盖。”此外，今年将继续把居民议事厅
向楼院、小区延伸，在全区完成不少于 100 个居民
议事厅规范化建设任务，在高碑店等 10 个地区办
事处推进农村地区居民议事厅规范化建设。

本报讯（记者 张小妹）如遇无资质餐厅，外卖
小哥可拒绝配送订单，并反馈给平台。北京青年报
记者从丰台区食药监局了解到，该区今年将重点针
对外卖订餐单位进行专项整治，除要求平台做好信
息公示和原料安全控制之外，外卖小哥取餐的同
时，要查看相关单位的食品安全经营资质，一旦发
现无资质的店铺，
要拒绝配送同时反馈外卖平台。
丰台区食药监局介绍，目前丰台区正在创建北
京市食品安全示范区，
该局与美团外卖开展合作，
通
过骑手
“双入户”
的资源优势助力
“创区”
。美团外卖
制作了印有丰台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区标志的配送
箱，纸巾袋和一封信，辖区内 16 个站点，2000 名外
卖小哥和日均 7 万单的配送量，广泛开展创建工作
宣传。下一步，丰台区食药监局还将联合美团开展
“食品安全进万家”活动，印制食品安全科普宣传手
册，
通过外卖小哥将食品安全知识送进千万家庭。

去年医院价格
投诉降低四成
本报讯（记者 林艳）北京市价监局发布数据显
示，医疗服务价格投诉大降，而背后原因正是本市
医改过程中推行的医疗行业服务留痕。
为了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服务收费行为，实现
医疗服务留痕可溯，北京市价监局去年梳理北京市
5000 余项医疗服务收费项目，总结归纳出需要留
痕的医疗服务项目，并提出在尽量不增加医护人员
工作量的前提下，由医院根据自身特色开展服务留
痕工作，包括利用现有载体如知情同意书、手术记
录等，完善规范服务记录，并采取签字、扫码枪等方
法让患者对医疗服务进行确认，从而充分保障患者
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据市价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施一年来，北
京市医疗服务留痕工作，目前初见实效，
“从全国来
看，2017 年医药领域的价格举报数量与 2016 年相
比并没有明显变化。”但与之相比，实行医疗服务留
痕工作的一年来，
北京市管 35 家医院价格投诉举报
下降了 40%，
降幅明显。

京冀百名志愿者
参加冬奥培训
本报讯（记者 赵婷婷）2018 年平昌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中国志愿服务队培训班昨日开班。来自
国内各地区的近百名志愿者齐聚北京冬奥组委首
钢办公区，学习了解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
作情况，
为服务北京冬奥会提前储备知识。
据北京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部长闫成介绍，我
国共有 1345 人报名申请成为平昌冬奥会赛会志愿
者，
113 人得到平昌冬奥组委确认，
近期将陆续奔赴
平昌。这些志愿者均是自愿报名，据不完全统计，
他们的平均年龄为 24.5 岁，去平昌将承担颁奖礼
仪、冬奥村服务、赛事服务、奥林匹克大家庭服务、
媒体运行服务等工作。
“ 这些志愿者是未来北京冬
奥会志愿者大军的先锋团队和骨干力量，北京冬奥
组委将从中保留一批骨干志愿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