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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常住人口 107.5 万
今后 5 年确保全区常住人口控制在 130 万内

南法信镇社区青年汇
喜乐猜灯谜 齐手做元宵

本报讯（记者 李楠）
“男比女多了 3 万多
人！”记者昨日从顺义区统计局获悉，截至

本 报 讯（记 者 李 楠）元 宵

2016 年末，顺义区常住人口为 107.5 万人，

节，50 余名南法信镇域村民参

与 2015 年相比，常住人口增加 5.5 万人，增

加了由南法信镇社区青年汇举

长 5.3%。其中，男比女多 3.3 万人，城镇人

顺义区 2016 年主要人口数据
时期

指标

单位

2016 年

常住人口

万人

107.5

常住外来人口

万人

43

万人

55.4
52.1

办的“喜乐猜灯谜 齐手做元宵”

口比非城镇人口多 10.5 万人，常住外来人口 43.0 万人，增加 2.8

男性人口

活动。活动既有结合顺义地域

万人，增速为 7.0%。

女性人口

万人

特色的猜灯谜环节，又有亲自

城镇人口

万人

59

动手制作元宵环节。本次活动

2016 年度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共历时 6 个月，涉及 23 个镇、街道，

不仅营造了欢乐祥和的元宵节

0-14 岁人口

万人

12.9

64 个村（居）委会，抽中调查小区 120 个，选聘调查员、调查指导员

氛围，还培养了大家动手实践

15-64 岁人口

万人

86.2

190 名。调查住户 10638 户（扣除空户），登记人口 30468 人。调

能力，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65 岁及以上人口

万人

8.4

查结果显示：2016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107.7 万人，较上年增加 5.5

60 岁及以上人口

万人

13.7

出生人数

人

10921

出生率

‰

10.42

死亡人数

人

7500

死亡率

‰

7.16

据悉，从去年 8 月启动到 2017 年 1 月数据评估发布，顺义区

年末

万人，增长 5.3%。其中常住外来人口 43 万人，较上年增加 2.8 万
人，
增长 7%。
据悉，今后 5 年，顺义区将切实加强人口调控，在疏解区域人

高丽营镇一村

晚上不再烧炉子
干净又省钱

口方面连出“组合拳”，通过控增量、疏存量、关低端等方式推动和

1-12 月

实现区域人口的疏解，
确保全区常住人口控制在 130 万以内。

年内三级医院达 6 家 新增床位 400 张
“一整个冬天，家里都是暖
和的！”在过去的一年里，因为
煤改电取暖，高丽营镇一村村
民的身边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
化。近日，
“ 治霾·京津冀在行
动”主题采访活动在该村进行，
村民们热情地介绍煤改电取暖
后的现状。

本 报 讯（记 者 李 楠）
“居民看病不再

节点镇医院服务能力显著改善，基层网底覆

据了解，预计到今年年底，顺义区将预

难！”记者昨日获悉，顺义区今年将全面启动

盖范围将不断扩展。其中，北京友谊医院顺

计 新 增 医 疗 机 构 50 个 ，新 建 村 卫 生 室 29

第二轮三年提升行动计划，着重提升区域人

义院区年底实现开工建设，北京方舟皮肤病

所，区域内具有三级医院服务水平的机构达

均医疗卫生资源占有量。年底前，顺义区具

医院正式投入使用，阜外医院和北医三院合

到 6 家，分别是顺义区医院、北京中医医院

有三级医院服务水平的机构将达到 6 家，新

作项目有序推进。区属二级以上医院全部

顺义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北

增床位 400 张，力争年底前每千常住人口拥

与三甲医院开展专科层面对口支援或联合

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和北京方舟皮肤病医

有床位 3.53 张、执业医师 3.43 人、注册护士

建设，56 个区级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进展顺

院（另一家医院正在进行相关工作，尚未透

2.95 人。

利。此外，顺义区还全面实施了外聘专家

露），新增床位 400 张。力争到年底每千常

“百人工程”项目，实现每个工作日入区服务

住人口拥有床位 3.53 张、执业医师 3.43 人、

去年顺义区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
发展和提升，区级医院服务能力明显改善，

专家超过 50 名。

注册护士 2.95 人。

走进该村，环境整洁，空气
清新。硬化的路面上没有任何
脏物，两旁的树木上挂满灯笼，
充 满 过 节 气 氛。
“你看煤改电
后，多整洁利落。”村民王女士
激动地说，
“ 村规民约中写着，
党员做表率，带头不烧煤、不烧
炕。党带着我们老百姓一起
做，我们干得也起劲！”
当天，户外的气温近-3℃。
打开孙先生的房门，一股暖融
融的气息扑面而来。
“快进屋，

国土资源局与市规划委员会两顺义分局将合并
本报讯（记者 李楠）记者昨日获悉，北京

理 ，也 就 是 市 级 单 位 直 管 16 区 的 部 门 ，市

市国土资源局顺义分局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级合并后对应的各区规划、国土部门也将

顺义分局将合并。合并后，两个部门的事变

合并。

成一个部门的事，
将节省协调成本。

状仍然一致。
“过去一个建设项目的审批流程中，规
划、国土联系很紧密，是一个流程、两个环节，

市编办副主任左铭飞介绍，由于两个部

整合后将变成一个环节。”左铭飞表示，未来

此前，北京市规划、国土两部门正式合

门是整体合并，居民房屋交易过程中需要在

建设工程项目需要办理的用地许可和规划许

并，合并后为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

国土部门办理的“不动产权证”，未来办理不

可将同步核发，节省成本，不过两个证是否要

委员会。据悉，规划、国土过去都是垂直管

受影响。咨询电话、办理地点和流程等与现

二合一，
目前还在论证阶段。

里面暖和！”孙先生赶忙拉着记
者进屋。孙先生像大多数村民

南法信镇被评为市级安全社区

一样，使用的是空气源热泵，并
利用原来的土暖气管道供暖。
关于取暖费用的问题，孙先生
说，
“ 我家算用的多的，整个冬
天大约 3000 元，跟以前烧煤的
费用差不多。以前还得单出电
钱，再加上政府取暖季后的补
贴，跟以前比还能便宜点。”另
一户胡女士一提煤改电，也是
笑得合不拢嘴。
“ 以前总得晚上
弄炉子，又冷又脏！现在多省
事啊，我一老太太都会弄！”
据悉，此次活动聚集了 25
家网络媒体，在高丽营镇一村
进行实地采访。
文并摄/实习记者 孔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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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伟）记者近日获悉，历时
两年多的创建，南法信镇一次性通过北京市
评审，获评
“市级安全社区”
。
2015 年初，南法信镇通过市级安全社
区建设备案后，严格对照北京市安全社区建
设标准，精心组织了 12 个创建项目，通过整
合社会各类资源，全镇参与统筹建设进度，
以安全科为首大力开展安全社区创建活动，
以实现群众安全、健康为目标，积极开展安
全社区建设工作。经过报告评审、现场评
审、综合评审等工作后，南法信最终一次性
通过评审。
据了解，2002 年，我国首次从世界卫生
组织引入了安全社区理念。安全社区涵盖生

评审现场

南法信镇应急指挥系统

产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校园安全、体育

目前，全市 329 个乡镇（街道）中，被命名市级

运动安全等 12 个领域，评审过程非常严格。

安全社区却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