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目前，
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时期。 大
兴区清源街道、 高米店街道、 魏
善庄镇和亦庄镇， 日前分别推出
线上H5、 微信小程序等智能化
平台， 登记返京人员信息， 将数
据送上 “云端”， 方便后期统计
及人员追踪，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这些镇街推出的智能化平
台， 都通过手机扫码进入， 返京
人员 “足不出户” 即可填写完成
姓名、 联系方式、 返京日期及地
点、 乘坐的交通工具、 是否到过
湖北、 是否有相关症状等详细的
个人信息， 这样不仅能减少人员
接触， 还能有效提升疫情的防控
效果。

大兴区推出智能平台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记者 李婧）因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从2
月3日起，北京市法院系统开启网
上审判。 依托于互联网和云计算
技术， 北京法院建设了视频庭审
平台“北京云法庭”，开展网上“云
审判”，最大限度减少人员出行和
聚集， 切实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安
全和健康。 据了解，2月3日以来，
全市法院依托“北京云法庭”平台
共开展庭审活动78场次。

2月4日上午， 朝阳法院望京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了 一 起 买
卖合同纠纷。 虽然原告在上海，
被告经公告送达未到庭， 第三人
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北京市西城

区， 但通过远程技术， 诉讼参与
人可足不出户通过互联网参与庭
审。 经过一个半小时， 庭审顺利
结束。

北京高院技术处处长助理李
响介绍， 法官线上预约庭审后，
即可通过短信通知到当事人， 当
事人可通过笔记本、 手机终端参
与庭审。 视频庭审支持最多8人
同时在线， 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可
相互看见、 听见， 当事人可在线
进 行 举 证 质 证 ， 庭 审 过 程 可
通过语音识别全程记录。 另外，
庭审结束后当事人还可通过手机
扫描二维码进行庭审笔录的电子
签名。

北京法院开启网上审判应对疫情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北京
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在快速
诊断试剂、 诊疗药物、 疫苗研制
以及医生在线咨询平台搭建、 智
能测温设备与系统开发等方面，
正在争分夺秒与病毒 “赛跑”。这
是记者从2月5日召开的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我们将通过简化项目组织、
评审等相关程序， 加快支持创新
主体科研攻关。”市科委主任许强
表示，市科委在快速诊断试剂、药
物筛选等方面，先期启动了首批5
个应急攻关项目， 第二批项目同
步已启动公开征集， 目前已收到
申报41项。

许强介绍到， 市科委加强临
床诊断领域技术攻关。 支持军科
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合作开发了病
毒核酸类检测试剂盒， 首批获国
家药监局批准用于临床诊断；加
快开发免疫法、 快速PCR法等快
速诊断产品。 在潜在药物筛选和
新药研发方面， 市科委支持全球
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与清华大学一
同对外免费开放药物研发平台和
数据资源， 实行科研数据与信息
共享， 目前已收到70多家科研单
位、 企业和研究人员提交的合作
申请。 该中心与中国医科院病原
所等合作开展“老药新用”筛选，
为制药企业提供有潜力的药物靶
点。同时，支持北京企业加紧开展

抗体、疫苗等药物研发。
许强表示， 市科委支持疫情

防控所需药品生产。 根据近期国
家推出的诊疗方案， 主动服务多
家企业在春节期间积极调整计
划， 优先安排纳入方案的药物生
产， 主要包括连花清瘟胶囊 （颗
粒）、金花清感颗粒、重组人干扰
素注射液等。 在研制新型智能测
温设备与系统方面，针对机场、火
车站、地铁等场所人员密度高、流
动性大等特点， 组织人工智能与
红外热成像领域科技企业联合攻
关，研制高通量、高效率智能体温
检测与分析系统， 并协调应用场
景加快试用，目前各类设备应用、
试用累计装机超过350台。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我
出现了咳嗽发烧的症状， 请问是
感染了新冠肺炎吗？” 为缓解市
民焦虑， 方便市民足不出户即可
得到专家的咨询解答， 避免或减
少市民到医院咨询而产生交叉感
染的风险 ， 北京医学会在市科
委、 市卫生健康委和市医院管理
中心的支持和指导下， 牵头搭建
了 “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线上医生咨询平台”。 平台
于2月1日正式运行， 截至2月4日
晚12时， 平台访问量达11.8万人
次， 其中不少市民留言表示， 不
出门就能问医生， 方便多了。

在2月5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医学会会
长封国生介绍说，“北京市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线上医生咨询
平台”从1月26日起开始建设，到2
月1日正式运行，用了6天的时间。
平台的架构为“1+N”的平台技术
架构：“1”就是由百度公司负责主
平台的开发运营和维护工作 ，
“N”就是头条、京医通、好医生等
10多家企业利用各自资源、 渠道
设立分平台， 主平台和各分平台
资源互通、功能互补。

1月29日， 北京医学会向相
关专科分会发出通知， 动员具备
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临床医务
工作者志愿报名参与工作。 仅仅
两天的时间， 各临床专业医生报
名近两千人。 平台上线后整体运
行情况较为平稳， 截至2月4日晚
12时 ， 平台访问量达 11.8万人
次； 录制视频54人次， 讲解疫情

防治、 就诊等方面的知识； 视频
直播4场 ， 浏览量124.2万人次 ；
市民在线提问问题4436条， 专家
解答4293条， 回复率97%， 除无
效问题外， 全部及时安排专科医
生予以解答。 11家分平台组织专
家5590人次， 通过图文、 音视频
等方式， 为市民提供了在线咨询
服务， 专家视频直播收看量达到
145.8万人次。

封国生表示， 平台完全免费
义务为市民服务。 从市民在线咨
询情况看，主要关心发热、咳嗽是
否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症
状， 以及如何做好疫情防护等问
题。使用这个平台只需要关注“中
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微信公众号，
然后依次点击 “特色服务”“线上
咨询”就可进入平台。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记者
昨天从中关村管委会获悉， 中关
村管委会面向示范区企业收集可
参与抗击疫情的新技术新产品新
服务的供给信息， 经梳理并核实
相关信息后， 形成了首批抗击疫
情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清单，
并通过 “中关村新技术新产品展
示与应用对接服务系统” （http:
//www.zgcnewth.com/qiyefuwu/
information/detail?id=27） 正式对

外发布。
据了解， 首批清单包含86家

中关村企业的138项新技术新产
品新服务， 涵盖病毒检测、 疫苗
研发、 临床治疗、 医疗防护、 智
能诊断等有关抗击疫情的多个方
面。 清单中的技术产品和服务都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大部分技术
全国领先， 有的技术国际领先，
绝大部分都比较成熟， 能够立即
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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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医生咨询平台４天11.8万人次访问

中关村发布首批抗击疫情清单

避免或减少市民到医院咨询而产生交叉感染的风险

市科委支持开展“老药新用”筛选

在京高校推出温情心理支持服务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开通心

理支持热线、 安排辅导员一对一
沟通、 发出给师生和家长的公开
慰问信……连日来， 在京高校发
挥学科和人才优势， 面向系统内
外开展疫情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为广大师生和社会公众端上温情
满满的“心灵鸡汤”。

截至目前，北京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央财经
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等数十所在
京高校纷纷开通心理热线， 为师
生提供心理援助服务。 其中北京
师范大学率先开通疫情心理支持
热线（4001888976）和网络辅导服
务，不仅服务本校师生，还为全国
民众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 服务

对象扩大到全国受到疫情影响、
急需情绪疏导和心理支持的人
员， 包括一线工作人员及其家属
好友、 已出现症状但未得到治疗
人员及家属好友、 被隔离人员及
家属好友、 受感染人群及家属好
友、普通民众和康复患者。

在开通心理热线的基础上，
在京高校还根据自身优势推出了
特色心理援助服务。 分管学生心
理工作的北京建筑大学学生工作
部副部长康健告诉记者， 北建大
制定了心理辅导方案， 在通过官
网、 官微等渠道发布心理免疫提
升指南后， 学校开发了学生身体
状况填报系统， 其中有心理问题
选项。 工作人员从后台发现有心

理波动的学生， 就会联络辅导员
与其进行一对一沟通，通过电话、
视频等方式安抚学生的情绪。同
时， 辅导员牵头建立湖北籍学生
微信群，大家可以在群里发言，做
团队建设，因为有相似境遇，更容
易互相理解。 该校心理素质教育
中心的公众号也会经常推送相关
心理科普文章。

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面向全校师生及社会各
界人士开设公共事件心理健康微
课，截至2月4日14时，共建立微课
微信群34个，群内共有7461人，其
中校内师生微课群22个， 共4415
人； 校外公众微课群共12个，共
3046人。

疫情防控期间禁止各类群体性聚餐活动
违规者将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 2月5
日，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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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记者了解到 ， 近日 ，
市场监管局与市卫健委、 市商务
局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
疫情防控期间群体性聚餐管控的
通知》。

《通知》 明确要求， 禁止餐
饮服务经营者和个人组织和承办
各类群体性聚餐活动， 对于前期
已经订餐的， 餐饮服务经营者应
尽快与订餐单位或个人取得联
系， 立即取消聚餐活动或延期举

办。 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在疫情
防控阶段不得承办包括节日宴
席、 生日宴席、 升学宴席等任何
形式的农村群体性聚餐活动。

广大消费者、 餐饮服务经营
者、 各餐饮协会和相关部门要清
醒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严峻
性和群体性聚餐可能造成肺炎疫
情扩散的危害性。 相关单位要将
通知要求贯彻到辖区内所有餐饮
服务经营者、 街道办事处以及居
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通过广
泛宣传， 最大程度减少餐饮环节
群体聚餐数量， 严防疫情通过餐

桌扩散。
同时， 通知还明确全市餐饮

服务经营者是餐饮环节疫情防控
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要按照 《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 要
求， 严格履行五项规范操作。

一是不得在经营场所内圈
养 、 宰杀和加工活的禽畜类动
物； 二是不得在门店及第三方餐
饮平台上加工、 销售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 三是严格落实从业人员
健康体检及每日晨检制度， 一旦
发现发热、 咳嗽、 腹泻、 手外伤
等症状， 要立即调离工作工位，

必要的隔离治疗并上报属地疾病
控制部门； 四是保证操作区域环
境卫生干净整洁， 动物性原料、
植物性原料 、 水产原料以及生
品、 半成品、 成品要分开操作或
贮存， 避免交叉污染； 五是餐饮
具和工用具要按照相关规范要求
进行清洗消毒 。 使用化学消毒
的， 要保证消毒流程和消毒液浓
度配比正确； 使用物理消毒的，
要保证消毒设备作用时间和消毒
温度达到要求。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陈言楷
表示， 市市场监管局将以更坚决

的态度、 更严格的举措、 更果断
的行动 ，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 。 畅通 12345投诉举报渠道 ，
及时受理、 快速处置违反上述规
定的投诉举报信息， 对举报违规
开展群体性聚餐或者非法经营野
生动物的行为， 要迅速核查， 依
法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做到发现
一起， 查处一起。 对于在餐饮环
节监督检查中发现的有关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 疑
似患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线索， 要
第一时间通知辖区卫生健康部
门， 及时控制疫情蔓延。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因
虚假宣传药物疗效、 哄抬价格，
密云一家药店将面临处罚。 2月4
日， 密云区市场监管局向北京京
盟汇康医药有限公司密云鼓楼店
送达了 《处罚听证告知书》。

1月26日， 密云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北京京盟汇
康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密 云 鼓 楼 店
进 行 价格行为检查时 ， 发现该
店借疫情防控之机， 涉嫌对商品
功能虚假商业宣传， 发布与抑制
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虚假广告，
同时涉嫌哄抬物价。 当事人涉嫌

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 构成虚假宣传的行为，
将依法拟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与此同时， 当事人还把原价
17.8元的连花清瘟胶囊价格提升
至29.8元销售 。 另外 ， 药店1月
25日购进一批口罩 ， 进价为16
元/袋， 以36元/袋售出， 进销差
率高达125%。 涉嫌违反 《中华
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构成了在
疫情防控期间哄抬价格的行为，
将依法拟处罚5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的罚款。

密云一药店因虚假宣传疗效、哄抬物价领罚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