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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节省医药费用67.4亿元 健康白皮书上午发布——
—

北京居民期望寿命82.15岁
7 月 11 日上午，《2017 年度北京
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以下简
称“健康白皮书”）出版发行, 这是市
政府连续第九年面向社会公开发布本
市居民健康状况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的相关数据。
健康白皮书涉及北京市人口基本
情况、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残
疾人口和精神疾病情况、 儿童青少年
健康状况、 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环境
状况等九方面内容。

慢性病
恶性肿瘤死亡率上升 3.6%

一年级小学生三成视力不良
2016-2017 学年北京市中小学
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 58.6%。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小学
阶段， 小学一年级学生视力不良的检
出率已经超过三成。此外，本市中小学
生中 “小 胖 墩 ” 的 检 出 率 在 攀 升 。
2016-2017 学年北京市中小学生肥
胖检出率为 16.8%， 比上一学年上升
3.1%。 其中，男生肥胖检出率为 21%，
女生为 12.1%。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中小
学生所有肥胖检出的孩子中， 七成是
小学生，且其中男生占三分之二，应该
引起学校和学生家长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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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医药费用 67.4 亿元

广渠路沿线
添千亩湿地公园
本报讯（记者 蒲长廷）未来，东四
环至东五环之间的广渠路沿线将打
造千亩湿地公园， 包括水乡体验区、
火车主题公园、百花公园等。
今天上午， 朝阳区高碑店乡人民
政府与北京北排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共同签署了 《关于高碑店乡水环境建
设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打造新时
代高碑店乡独有的
“
水·乡”文化。 项目
建设以通惠河为分界线， 沿广渠路打

数说健康
白皮书

医改
健康白皮书还显示， 2017 年 4
月 8 日北京市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
革以来，北京市三级、二级医院门急诊
诊 疗 人 次 较 上 一 年 减 少 11.7% 和
2.3%， 一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诊疗量增长了 16.4%， 城区部分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诊疗量增加 20%以上；
此外，三级医院平均住院日 8.6 天，与
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0.7 天， 住院时间
显著缩短。
值得一提的是，医改后，二、三级
医院药占比已从改革前的 43%下降
到 34%， 改革后累计节约医药费用
67.4 亿元； 城乡医疗保险患者个人
负担总体平稳， 社会救助对象门诊、
住院和重大疾病救助政策范围内人
均负担均减少了 30%左右， 调查显
示 90%以上的患者对就医状况表示
满意。

83.4

禁烟
吸烟人群
“缩水”20 万
健康白皮书还指出，《北京市控制
吸烟条例》实施三年来，全市卫生监督
执法人员共监督检查各类控烟场所
121621 户次， 责令整改不合格单位
5359 户次， 共处罚违法单位 65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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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白皮书指出，2017 年北京市
居民期望寿命为 82.15 岁，比 2016 年
增加 0.12 岁， 继续在国内处于前列，
与世界排名前列的日本（83.4 岁）、中
国香港（82.8 岁）和瑞士（82.3 岁）等
发达国家与地区水平非常接近。
专家分析， 北京市健康环境持续
改善、医疗卫生、空气质量、食品、饮用
水等保障水平不断增强是居民期望寿
命继续增长的主要原因。不过，寿命增
长受多种因素影响， 今后本市居民期
望寿命将逐渐进入平台期， 增长趋势
减慢。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 2017 年北
京市居民死亡主要原因， 死因前三位
与 2016 年相同，分别为恶性肿瘤、心
脏病和脑血管病， 共占全部死亡的
71.7% 。 其 中 ， 恶 性 肿 瘤 死 亡 率 与
2016 年相比上升了 3.6%， 心脏病死
亡率上升了 5.2%，脑血管病死亡率下
降了 2.4%。
不过， 我国主要慢性病早死率有
所下降， 2017 年北京市 30～70 岁居
民主要慢性病早死概率为 10.8%，比
2016 年下降 0.92%。 与世界相关国家
相比，该指标已处于高收入国家水平。

青少年健康

处罚个人 3292 人；全市成人吸烟率下
降至 22.3%，比《条例》实施前降低了
1.1 个百分点，吸烟人群减少 20 万。
健康白皮书还显示，2017年北京
市平均蚊密度值为1.47，比2016年上升
了15.7%；专家介绍，环境污水、生活垃
圾都是蚊蝇滋生的重要条件。 为此，市
爱卫会和市卫生计生委今年开展了
“
清
洁家园，灭蚊防病”活动。 文/记者 李洁

“天桥遗韵”
于地铁8号线重现

造一条从东四环蔓延至东五环的千亩
湿地公园， 重点打造三大城市绿轴和
六大功能景观区。
三大城市绿轴分别为通惠河水
岸景观轴、东五环景观轴、广渠路景
观轴。 六大功能板块包括生态功能结
合、 丰富游憩活动的城市公园景观
区；水绿交融、寓教于乐的科技教育
景观区；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水乡体验
景观区；自然与科技共生的文创孵化
景观区；体现铁路文化的火车主题公
园；以及景观提升的百花公园。
据介绍，此次签约项目将串联水
系， 在较大的绿地地块里形成湖面，
在中型的绿地里形成水面，形成一套
完整的水系统，加快进行高碑店乡湿
地建设，促进水与城市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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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斯）天桥是明清
帝王前往天坛祭天时的必经之路，
后来又因天桥艺人、小吃而闻名。 历
史变迁中， 天桥多次改建， 最终在
1934 年全部拆除， 进入了“有名无
桥”的时代。 记者昨天从市轨道交通
建设管理公司获悉， 年底通车的地
铁 8 号线三期天桥站， 将通过巨幅
壁画为乘客重现天桥遗韵。
据了解， 地铁天桥站是 8 号线
三期第一座结构封顶的车站， 也是
第一座通过验收的车站。 记者从施
工方中铁五局项目部了解到， 天桥
站共两层，上层为站厅层，下层为站
台层，站台为岛式站台，车站长度为
253.2 米，共设有 4 个出入口。
由于中轴线上有多座城门，为
此地下中轴线也选择了门作为地铁
站的建筑元素。 西侧的磨漆壁画长
20.7 米、高 3.2 米，取名“天子赴祭”，
将再现当年皇帝率众赶赴天坛祭拜
的宏大场景。
“为了完美展现这一盛况，这幅
壁画目前设置了主选方案和备选方

案，两个方案中仪仗均一路浩荡、威
仪四方。 ”相关负责人说。
与《天子赴祭》相对的，是以天
桥平民文化见长的《天桥遗韵》。 这
幅壁画长达 32.7 米， 分三个部分表
现不一样的天桥文化： 中间一幅是
天桥杂耍与民间艺术， 百姓造型淳
朴，一人一姿态；左右两边分别是天
桥地区的各式小吃与杂货买卖，造
型写实、构图密集，充分展现旧时天
桥的热闹繁盛。
天桥站共设 4 个出入口， 其中
B 口属于预留出入口，其余 3 个出入
口均将在年底开通。
目前， 天桥站装修方案还在完
善中，相关部门正对主选方案、备选
方案做最后筛选， 年底开通时壁画
将正式亮相。 记者了解到，天桥站目
前已经基本完成装修和设备安装，
同时正抓紧建设 C 口。 此外，8 号线
三期工程自珠市口站向南至瀛海站
也全面进入工程验收阶段，到年底，
这一段 13 座车站将投入运营，进一
步方便南城居民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