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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待遇和权益不受影响

北京部分小客车指标可延期使用
本市保障高校毕业生疫情期间就业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晶）2月2日，
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在
本次疫情防控期间， 本市适时调
整本市医疗保险费征收期， 允许
参保单位和个人延期办理医疗保
险和生育保险相关业务， 延期办
理期间不影响基本医疗保险和生
育保险的待遇享受和权益。

为了有效落实好疫情防控机
制， 市医保局将加强与人力社保
部门协同配合， 通过网上受理等
方式， 从源头上减少人员流量、
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目前参保单

位或个人可通过 “北京市社会保
险网上服务平台” “北京人社”
微信公众号或各区医保 （社保）
经办机构提供的电子邮箱、 传真
等方式申报办理业务。

结合本市企业灵活安排工作
的要求， 适时调整本市医疗保险
费征收期， 暂定将1月、 2月应缴
医疗保险费缴费期延长至3月底，
并根据疫情情况调整时限要求，
延长期间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待
遇正常享受。例如：本市医疗保险
费采取“当月申报、次月缴纳”的

模式为2020年1月缴纳2019年12
月的医疗保险费， 以此类推。 1
月份春节假期前， 大部分单位的
社会保险费已缴费成功， 但还有
少部分单位计划春节假期后缴
费。 但目前处于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防控期间， 国家已经延长春节
假期至2月2日， 并且2月份也仍
然处于疫情防控期间。 故2020年
1月 、 2月应缴纳2019年 12月和
2020年1月份的医疗保险费可在3
月底前完成。

疫情防控期间， 用人单位无

法按时办理职工参保登记 、 缴
费、 在职转退休等业务的， 灵活
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人员未能及
时办理参保缴费的， 可以在疫情
解除后三个月内补办完成。 疫情
期间逾期缴纳的医疗保险费， 不
收取滞纳金， 已发生的医疗费用
予以补支， 同时不影响个人权益
记录。

疫情防控期间 ， 参保人员
（包括灵活就业人员） 因工作单
位变动等原因， 造成医疗保险中
断缴费的， 在疫情解除后三个月

内， 根据本市相关规定补缴疫情
防控期间的医疗保险费， 补缴期
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予以补支， 且
视为连续缴费。

本次疫情防控期间内到达退
休年龄需办理医疗保险在职转退
休手续的人员， 可延长至疫情解
除后三个月内办理， 符合条件的
自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或退休费
的当月起， 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
医疗保险待遇， 未按退休人员标
准享受的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
给予补足。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1月31
日， 市人力社保局与市教委联合
发布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本
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出台暂停现场招聘、 鼓励线上服
务、 简化就业手续、 推迟业务办
理时间等四项高校毕业生就业安
全便捷举措， 在疫情防控期间，
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本市毕业生
就业影响， 切实保障本市毕业生
身体健康和就业权益。

通知要求 ， 各区人力社保
局、 北京地区各高校、 研究生培
养单位及相关单位， 一要暂停现
场招聘活动。 原定春节假期后开

展的各类现场招聘活动一律暂
停， 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二要开
展线上就业服务。 鼓励支持用人
单位通过网络等形式开展宣讲和
招聘。 用人单位要主动与高校加
强联系， 通过短视频发布、 微信
公众号推送等方式进行宣讲， 采
取电子邮件、 传真、 网络、 视频
等手段开展简历投递、 在线笔试
面试， 减少毕业生流动； 三要简
化优化就业手续。 疫情防控期间
推行 “不见面” 签署毕业生就业
协议 ， 办理就业 、 升学 、 出国
（境） 等业务。 因客观条件制约，
学校可依据个人承诺书及相关材

料的电子版为毕业生办理手续，
并以适当形式向毕业生反馈办理
结果， 待疫情解除后， 毕业生将
有关材料原件交至学校； 四要推
迟业务办理时间。 将2020年毕业
生签署就业协议书开始时间推迟
到3月1日， 结束时间延至12月31
日； 延长就业报到、 求职创业补
贴办理时间； 视疫情变化情况，
适时启动乡村教师特岗计划、 乡
村振兴协理员招聘工作。

下一步， 市人力社保局和市
教委将密切关注疫情变化， 及时
发布信息， 全力为毕业生顺利就
业保驾护航。

暂停现场招聘 线上宣讲招聘 “不见面”签约 推迟办理时间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2月1
日 ， 记者从北京银保监局了解
到， 自疫情发生以来， 首都银行
业 保 险 业 积 极 响 应 ， 迅 速 启
动 应 急机制 ， 强化金融服务与
风险保障， 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在京各保险机构积极设计和

捐赠专属保险产品， 开通绿色理
赔通道和 7×24小时服务热线 ，
主动取消定点医院、 医疗险等待
期、 医疗险免赔额等限制。

“常开窗，多通风，少出门，戴
口罩……” 每天上午9点开始，前
门社区的各条胡同里， 就会循环
响起这样的“高音喇叭”。疫情发
生后， 前门街道借助微型消防站
巡逻的便利， 将防控疫情的方式
方法、 注意事项和疫情提示录入
其中， 队员在日常消防巡逻的同
时，也做到了提示居民防控疫情。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巡巡逻逻消消防防车车
““变变身身””流流动动宣宣传传车车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2月
1日， 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
理办公室发布 《关于延期使用部
分小客车指标的通告》。 根据公
告， 小客车指标有效期截止日在
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2月29日
期间的， 可延长至2020年3月10
日 （含） 前办理缴纳车辆购置税
和车辆登记手续。

通告中称， 根据目前本市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和市民生
产、 生活实际情况， 为避免市民
在防控疫情期间聚集办理车辆注
册登记， 防止因防控疫情原因导
致小客车指标过期， 保障小客车
指标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经市政
府同意， 决定延长部分小客车指
标的使用期限。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布 “关
于延迟恢复机动车工作日高峰时
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
告”， 自2020年2月3日至2月9日
继续不实行尾号限行措施。

市交通委表示， 鉴于本市采
取了学校延期开学、 企业灵活安
排工作等措施， 预判近期城市路
网不会出现严重拥堵。 同时， 为
了方便因春节假期延长而推迟返
京的自驾车市民顺利回城， 经市

政府同意， 自2020年2月3日至2
月9日 （正月十六、 星期日）， 继
续按照节假日模式进行道路交通
管理， 延迟恢复机动车工作日高
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
（即尾号限行措施）。

本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3例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 2日 ，

北京市卫健委发布消息， 2月1日
12时至24时， 本市新增15例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11例有湖北及其他省份接触
史， 4例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
者， 其中2例既有湖北及其他省
份接触史又是确诊病例的密切接
触者。 2例否认湖北接触史， 正
在进一步核实。 均已送至定点医
疗机构进行救治。

截至2月1日24时， 本市累计
确诊病例183例， 其中死亡1例，
出院9例， 173例在定点医院进行
隔离治疗。 东城区3例、 西城区
17例 、 朝阳区35例 、 海淀区41
例、 丰台区16例、 石景山区4例、
门头沟区1例、 房山区2例、 通州
区13例、 顺义区6例、 昌平区12
例 、 大兴区21例 、 怀柔区1例 、
外地来京人员11例。 平谷区、 密
云区、 延庆区尚未有病例。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在本次
疫情防控期间， 市自来水集团按
照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调
整了疫情防控期间查表、 送单等
业务的服务方式。

据了解， 疫情防控期间， 市
自来水集团将暂停入户查表、 送
单和非紧急情况下的入户换表工
作。 集团供水营销员会通过手机
或微信主动与您联系， 请您协助

完成水表示数或表盘照片报送。
此外， 您也可拨打集团客户服务
热线96116进行自报数。

用户可通过自来水集团官方
微信公众号、 微信/支付宝生活
缴费及网上银行等渠道在线缴纳
水费。

市民遇特殊情况或其他需
求， 可拨打自来水集团24小时客
户服务热线96116询问。

市自来水暂停入户查表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针对
近日有部分教师通过12345热线
及市教委官方微博反映部分学校
要求教师提前到岗的现象， 北京
市教委明确表示， 离京教师不要
求立即返回， 需做好防控工作。

教师队伍在疫情防控中应该
有担当， 但也要保护教师的身心
健康。 市教委明确要求， 按中央
和市委文件通知要求， 当前的核
心防疫要求是减少流动和聚集，

做好隔离和观察。 因此， 目前人
在外地的教师不要求必须立即返
回， 在原籍原地按照当地要求做
好防控； 参与课程录制的教师如
从外地返京， 应按照防控工作要
求完成居家隔离观察后再参与工
作， 在工作中做好防护。

对于延迟开学的通知要求，
市教委表示教师要按照原正常开
学投入工作， 并不是指必须到校
到岗上班， 而是根据学校特殊时

期教育教学安排， 采用弹性工作
制、 错峰上下班等措施， 鼓励采
用网络、 电话等远程灵活方式，
指导好学生在家的学习和生活。

市教委强调， 各区、 各校要
严格落实中央与北京市的部署要
求， 切实理解领会文件精神， 最
大限度地减少聚集， 减少人员流
动， 最严格地执行隔离观察等防
疫措施， 确保首都教育系统的安
全稳定。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近
日， 北京市成立专家咨询团队，
与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协同
合作， 推出疫情防控专家咨询服
务热线， 为市民在线答疑解惑。

记者了解到， 专家团队由30
余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心理咨询、
医疗防护、 危机应对、 社会治理
等方面专家组成， 他们当中有知

名的高校心理咨询专家， 也有来
自医疗一线的医学专家， 既有共
产党员， 也有党外代表人士。 专
家 团 队 由 北 京 市 疫 情 防 控 领
导 小 组指导组统一领导 ， 并围
绕心理辅导、 防控知识科普、 防
控工作指导开展咨询服务， 为全
市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和群众提供
专业服务。

北京尾号限行延迟一周恢复

离京教师不要求立即返回

疫情防控专家值守12345热线

保险机构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