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出台企业职工照看未成年子女保障政策

职工在家看娃 企业不得解聘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记
者２月4日从北京市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 本市又有11
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
者 ， 经过医护人员精心治疗
后， 符合出院标准， 先后从地
坛医院、 佑安医院 、 解放军
总 医 院 第 五 医学中心出院 。
11名患者中 ， 年龄最小的 15

岁， 最大的47岁。
2月3日0时至24时， 本市

新增16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病例， 其中6例有湖北及
其他省份接触史， 10例为确诊
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均已送至
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截至2月3日24时， 本市累
计确诊病例228例 。 其中东城
区2例、 西城区28例、 朝阳区

36例、 海淀区45例、 丰台区18
例、 石景山区6例、 门头沟区3
例、 房山区5例、 通州区13例、
顺义区5例、 昌平区14例 、 大
兴区29例、 怀柔区3例、 延庆
区1例 ， 外地来京人员20例 。
平谷区、 密云区尚未有病例。

目前， 本市死亡1例 ， 出
院23例， 204例在定点医院进
行隔离治疗， 其中危重型9例。

本报讯（记者 白莹） 4日，
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 市金融监管局局长霍学文
说， 市金融监管局会同人民银
行营业管理部、 北京银保监局
等金融管理部门迅速启动金融
服务快速响应机制， 向辖内金
融机构发出通知， 及时调整相
关监管和服务政策。

为做好物资采购资金支付
和各类财政资金、 捐赠资金的
划拨， 积极构筑资金汇划绿色
通道，对相关资金汇划需求，政
府部门、金融机构、支付清算基
础设施、相关企业密切配合，保
证7×24小时畅通。其中，有相当

一部分资金涉及春节假期期间
境外采购防疫物资款项， 涉及
跨境、跨币种的支付清算，相关
部门和机构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购付汇、 资金调拨和入账等手
续，保证物资的顺利交付。

另外， 引导和协调金融机
构在特殊时期改善和提升金融
服务。在监管部门指导下，银行
机构为重要防疫物资和生活物
资的相关生产、 流通、 服务企
业，保证充足的信贷资金支持。
对急需申请贷款的， 加大线上
审批力度，适当下调利率，更多
地给予信用贷款和长期贷款。
对贷款到期的， 利用已有成功
实践的“续贷”机制，做到应续

尽续、无还本续贷，或给予展期
安排，做到不抽贷、不断贷、不
压贷、不缓贷。

融资担保等其他金融中介
组织也采取下调担保费率，减
免相关手续费等措施。 保险机
构建立快速理赔机制 ，24小时
受理理赔报案， 针对患者和一
线医护人员简化理赔程序，放
宽了定点医院、免赔额要求，开
发一系列针对医护人员的专属
保险产品。

据不完全统计，在京银行、
证券、保险、基金等各类金融机
构已累计为疫情防控捐款超过
5.4亿元，为医护人员及其家属
提供保险保障超过40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2
月3日从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
了解到， 为在疫情期间仍能够提
供丰富的文化服务， 北京文化艺
术活动中心联合超星公司为各区
文化馆免费提供近400门慕课课
程资源。

据了解， 课程总数近400门，

总计2万余集（节）。每一门课程从
十几到几十章节不等， 每节的时
长在10-25分钟不等。 课程分类
包括：文化艺术、国学传统、文化
传承、历史文明、文学修养、思想
认知、科学探索、能力提升。市民
可通过北京数字文化馆网站或者
公众号享受这些慕课课程。

近400门慕课供各区免费线上共享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昨
天从市科委获悉， 全球健康药物
研发中心投入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的药物研发， 向全社
会科研人员免费开放平台和资
源。此举将为科研人员赋能，减少
重复性工作，缩短药物研发进程。

此次对外开放的平台和资源

包括， 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和多
个化合物分子库面， 旨在共同开
展基于不同靶点或表型的药物筛
选； 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和大数据
平台，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老药新用”预测结果，并跟
进最新科研动态， 实时向科学界
和公众公布。

特级校长教师在线为家长和孩子解答心理焦虑、学业困惑等问题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疫情当

前， 为了进一步回应家长师生关
切的问题，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
教委在官方微信和官方微博推出
“双‘特’战‘疫’”专栏，组织北京
市特级校长和特级教师针对延期
开学后在家学习期间孩子和家长
的心理焦虑、学习生活安排、学业
困惑等问题答疑解惑。 截至2月4
日，参与的“双特”群体已有100余
人，人数还将继续扩大。

据了解，“双‘特’战‘疫’”专
栏安排在官方微信“首都教育”和
官方微博 “北京市教委” 同时发
布， 参与活动的北京市特级校长
和特级教师将针对非常时期潜在
的教育教学问题， 及时作出回答
和指导。 针对非常时期下的亲子
关系，北京市特级校长、京源学校
校长白宏宽指出这是平时求之不
得陪伴孩子的大块时间， 建议家
长调整心态， 重建一套新的居家

生活秩序， 弥补工作忙没有时间
陪伴孩子的遗憾， 学习研究一下
改善和增进亲子关系的策略方
法，边学习研究，边实践改进，或
许会有想不到的收获与变化。

此外，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
联合北京电视台录制了 《老师请
回答》疫情防控特别节目，从2月3
日起每周一、周二21:18在北京卫
视播出， 邀请顶级专家权威发布
必备防疫、学习、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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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做到
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不缓贷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延期
开学 ， 企业职工家里孩子谁来
看？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联合北京
市教委日前发布 《关于因防控疫
情推迟开学企业职工看护未成年
子女期间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
规定每户家庭可有一名职工在家
看护未成年子女， 期间的工资待
遇由职工所属企业按出勤照发。

疫情当前， 各大专院校、 中
小学、 幼儿园按要求推迟了春季
学期的开学时间。 该通知 （京人
社劳字 〔2020〕 13号） 规定， 经
市政府同意， 每户家庭可有一名

职工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 视为
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
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
情形， 期间的工资待遇由职工所
属企业按出勤照发。

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
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
同到期的， 顺延至政府隔离措施
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结束。

鼓励在家看护职工采用电
话、 网络等灵活办公方式提供劳
动； 鼓励职工之间调班轮休， 发
扬互助友爱精神， 保证工作和生
产正常运转。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获悉，日前，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与公安机关联合侦破了北京首
起跨省区销售假冒品牌口罩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 查获假冒
3M品牌口罩2.1万余只。

1月29日，市市场监管局食品
药品稽查总队在核查网络舆情线
索时， 发现朝阳区一药店涉嫌销
售假冒“3M”口罩，迅速将案件线

索通报北京警方， 并成立了多部
门参与的专案组。1月30日， 市市
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稽查总队联合
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 朝阳区
市场监管局、朝阳公安分局，将销
售假冒口罩的犯罪嫌疑人李某
（男，37岁，北京人）抓获，并从其
库房起获印有 “3M”品牌商标的
口罩2.1万余只，经3M公司认定，
口罩均为假冒该公司品牌的产

品。2月1日，在山西太原警方配合
下，将另外两名涉案嫌疑人抓获。
2月2日，根据线索，山东高密警方
连夜抓获多名涉嫌生产假冒3M
品牌口罩的涉案嫌疑人。

目前，2万余只假冒口罩被朝
阳区市场监管局查扣，李某等4名
犯罪嫌疑人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还在
进一步查办中。

市教育官微推出“双‘特’战‘疫’”专栏

本市破获首起跨省区销售假冒口罩案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免费开放资源

中中科科东东亚亚捐捐赠赠111100万万元元消消毒毒剂剂急急援援湖湖北北
2日，北京中科东亚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农工党中央和北京

宁夏商会给湖北省各地市医院捐助110万元消毒用品，用于支援武汉地
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 捐赠物资已经从中科东亚
衡水生产基地发出运往湖北各地，包括襄阳、孝感、宜昌、十堰、黄冈等
地近几日会陆续收到相应的物资。 本报记者 董广红 摄影报道

市金融监管局建立金融服务快速响应机制

本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28例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2月1
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关于物业
服务企业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通
知要求， 对非本住宅区车辆、访
客、 新租房入住人员等进入住宅
区要逐一进行体温测量， 体温正
常者方可进入小区，并做好登记。

通知要求， 按照社区统一要
求， 物业服务企业可根据小区实
际管理情况， 关闭部分分散的小
区出入口，出入口要实行人、车分
流，严禁出现无人值守的出入口。
在加强出入管理的同时， 要保障
本居住小区居民或已租住人员的
合法权益，确保正常出入。

市住建委：访客进社区要逐一测体温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3
日了解到， 市发展改革系统网上
政务服务平台已实现市、 区两级
发展改革部门投资事项的网上申
报、网上受理、网上办理、网上办
结、网上送达等全流程网办服务。

如需办理相关事项， 只要通
过互联网登录北京市发改委政府

网站 （http://fgw.beijing.gov.cn/），
点击 “北京市发展改革系统网上
政务服务平台” 就可以进行事项
申报。申报后，市、区发展改革部
门将根据各自职责权限第一时间
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 并通过服
务平台消息和短信等方式及时将
办理状态告知企业。

市发改委：项目审批可全流程网上办

北京康复医院第二批救援队今日上岗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记者昨

天获悉， 由11名医护人员组成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第二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后备定点医院医疗救援队”组
建完成，5日将前往石景山区定点
医院参与支援。

石景山区正在筹建区级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后备定点医

疗机构， 将抽调区内医疗机构医
务人员组建医疗队， 集中收治区
内疑似和轻症确诊患者。

北康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2
月1日中午，医院接到《石景山区
卫健委关于组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后备定点医院医疗队伍的
通知》。医院领导高度重视，立即
启动第二批医疗救援队伍的组建

工作 。400余名医务人员踊跃请
战。2月3日下午，医院第二批医疗
救援队伍组织完毕，11名医护人
员组成的医疗救援队整装待发。

据了解， 北康医院已经为第
二批救援队专门开展针对疫情的
防护培训及心理疏导， 确保救援
队的医护人员熟练掌握防护技
术，熟悉防护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