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门头沟区交警支队针对雪天道路状况， 采取道路交通疏
导、 恶劣天气安全提示等工作措施， 在各主要街道、 路口、 路段加派
警力， 防止交通拥堵以及交通事故的发生。 同时， 执勤中队民警根据
辖区道路状况， 加大对辖区道路巡逻力度， 全力做好辖区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工作， 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利的道路交通安全保障。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获悉，疫情防控期间，天景恒
国际教育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擅
自开展线下培训， 组织外地来京
学员进行高考艺术（美术）考前辅
导，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该机构
处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经朝阳区市场监管局、 区教
委联合调查，该教育培训机构于1
月17日接收72名外地来京高中
生，并于1月29日组织72名学生及
10名老师在经营场所内进行绘画

练习及培训， 直至2月1日被相关
部门制止叫停，共计培训4日。

北京市已启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一级响应， 其行为涉嫌违反
了《传染病防治法》关于传染病暴
发、流行时停课的规定，存在危害
社会公共利益风险。 市场监管局
拟依据《公司法》中“利用公司名
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 社会公共
利益的严重违法行为的， 吊销营
业执照”的规定，对该机构处以吊
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一培训机构因擅自线下授课被处罚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近
日， 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流行已进入本地扩散期
的早期阶段。 为帮助市民及时了
解疾病线索， 便于社区有针对性
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遏制疫情
扩散蔓延，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布2月5日新发病例活动过的小
区或场所，具体信息如下：

东城区： 体育馆路街道驹章
胡同。

西城区： 月坛街道复兴门外
大街甲20号、 展览路街道南营房
社区。

朝阳区：来广营乡筑华年、东
坝乡恒大江湾、慈云寺北里、北苑
路86号嘉铭园、高碑店乡陶家湾。

海淀区： 北太平庄街道新街
口外大街15号院、 紫竹院街道民
族大学西路66号鑫德嘉园。

石景山区： 玉泉北里2区、八
宝山街道鲁谷远洋山水、 五里坨

街道西街天翠阳光新城。
大兴区：黄村镇格林云墅、瀛

海镇金茂悦北区5号院、观音寺街
道双河南里。

怀柔区：庙城镇郑重庄村。
确诊病例已收入定点医院救

治，小区居民不用担心和焦虑。希
望大家在疫情期间注意“勤洗手、
戴口罩、常通风、勤锻炼、不扎堆，
讲礼仪、稳心态”，积极参与社区
防控，营造健康家园。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为充
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 6日， 记者从北
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获悉， 市卫
生监督机构开展地铁交通枢纽的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监督检查。

此次检查主要包括集中空调
的运行现状、 通风系统卫生检测
报告、 设施部件定期清洗情况及
新风系统和风口的设置与卫生状

况等。 在多条地铁线路的乘站检
查过程中， 卫生监督员向各站负
责人强调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规
范管理对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
必要性， 对其中的管理欠缺之处
进行登记， 针对发现的问题向相
关负责人和空调管理人员进行现
场指导 ， 东城区还向各站下发
《致东城区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管
理责任人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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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首次公布新发病例活动过的小区或场所

市卫生监督所“体检”地铁通风系统

14万学生开启在家学习模式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通讯员

王洁 ） 海淀区中小学资源平台
（http://zypt.bjhdedu.cn） 正 式 上
线。 作为全市首个区级中小学资
源平台， 该平台面向海淀区师生
提供优质在线资源服务， 指导学
生在家开展自主学习， 目前日均
浏览量达到6000人次以上。

据海淀区教委介绍， 海淀区
中小学资源平台是海淀区基于学
科教学发展的需要， 发挥教育资
源优势而建设的拓展性资源管理
平台，属于主题学习类资源，供学
生在家开展自主学习。 平台内设
人文、科学、信息、学科、综合五大

资源库，资源库下设86个拓展性、
探索性资源子库， 如西游记朗读
解析、三国演义解析、论语导读、
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 、Python编
程、科学探索、初高中物化生三科
虚拟实验、研学旅行、生涯规划、
童话世界等成体配套的课程资
源，资源总量5790个。平台中的资
源由多种来源构成， 包括由海淀
区教科院研发而成、 区内学校提
供的优质课程， 以及从社会教育
研发类公司购买引进等。

同时， 平台面向教师提供立
体式的教学资源，采用专业的3D
动画技术， 以视频形式让抽象的

知识变得直观、易懂，有效地满足
各类教学活动。

海淀区教科院院长吴颖惠介
绍， 海淀区中小学资源平台将建
立“空中课堂”栏目，将海淀中小
学优秀教师的课堂资源放在网
上，供学生自由点击，区教师进修
学校提供的优质课程资源也将陆
续发布到平台上，供师生使用。同
时，平台将建立“多元发展”栏目，
提供心理咨询课堂、 劳动教育指
南、体育锻炼游戏等栏目。

两天时间， 全区中小学资源
平台注册教师1.3万人，注册学生
达到14万人。

餐厅进门先测温 就餐间距至少1米
本市发布餐饮服务单位防控指引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对就
餐人员进行体温测量， 就餐人员
间距宜一米以上， 提倡顾客使用
二维码扫码点餐、 结账……2月6
日，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流行期间餐
饮服务单位防控指引》，适用于饭
店、 餐厅等餐饮服务单位及网络
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

《指引》要求，在餐饮服务单
位入口处设立体温测量处， 对就
餐人员进行体温测量， 必要时进
行复测。对有发热、干咳等症状者
要及时劝离，并告知其佩戴口罩，
到就近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就餐人员应主动配合体温测量。

在环境卫生方面， 对餐饮服
务单位的桌面、门把手、龙头、地

面、卫生间、拖布、餐饮具等，规定
了详细的消毒程序。 加工操作方
面， 不得采购无来源或不符合要
求的食品和食品原料、 严禁采购
使用病死或死因不明以及检疫不
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 严禁圈养
宰杀活的畜禽动物， 严禁采购和
制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在就餐服务方面， 禁止餐饮

服务单位承办各类群体性聚餐活
动。 从业人员在从事餐饮服务过
程中，全程佩戴口罩，避免扎堆聊
天。消费者到餐饮服务单位就餐，
餐饮服务单位应控制就餐人数，
保持人员就餐间距， 原则上就餐
人员间距宜一米以上。同时，餐饮
服务单位职工就餐时也应符合上
述要求。

另外， 提倡顾客使用二维码
扫码点餐、 结账。 如采用传统点
餐、 结账方式应注意减少人员聚
集，保持合理间距。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送
餐箱应保持清洁卫生， 餐食不得
遗撒，每日对送餐容器进行消毒。
送餐人员在取餐、送餐时，应采取
不接触的方式。

全市首个区级中小学资源平台上线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对
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
人群， 要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
倾斜， 灵活调整住房按揭、 信用
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 合理延
后还款期限。 这是记者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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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到的。

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北京监管局局长李明肖介
绍， 疫情防控期间， 本市加大信
贷投放和支持力度， 帮助受困企
业和群体顺利渡过难关。 截至2
月5日， 在京各机构共发放应急
贷款137亿元。 民航、 铁路系统
累计退票金额超过25亿元。

据了解， 对于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 物流
运输、 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经营

出现暂时困难的小微企业， 各银
行业机构不抽贷、 不断贷、 不压
贷， 通过采取续贷、 展期等其他
信贷政策安排帮助企业顺利渡过
难关。

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
来源的人群， 要在信贷政策上予
以适当倾斜 ， 灵活调整住房按
揭 、 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
排， 合理延后还款期限。

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人群
可合理延后还款期限

各区市场监管局开通企业注册“绿色通道”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网

上办 、 电话办 、 邮寄办……昨
天， 记者了解到， 为方便企业办
理登记注册， 各区市场监管局相
应开通了绿色通道， 为疫情防控
期间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持续推进
助力。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实现工作
零间断、 人员零见面、 沟通零障
碍、 办照零等待。 丰台区市场监
管局发布业务办理通告， 明确网
上办事流程， 引导企业采取全程
网办的方式完成业务办理。 安排

专人接听咨询电话， 远程业务办
理指导服务， 确保 “零见面” 办
理业务有质量、 有温度。 同时 ，
增开双向寄递业务， 业务通过线
上申请后， 可线下打印书式材料
采取邮寄方式提交， 所有企业都
可通过邮寄方式获取营业执照和
公章。

为保证企业办理事项快速完
成，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保证后台
审核人员力量， 对网上申请事项
即来即核， “秒批” 办理。

疫情防控期间， 石景山区市

场监管局开通营业执照登记、 食
品药品许可、 商标受理等六部咨
询电话 ， 增派专人值守咨询电
话。 开通绿色通道， 提供防控物
资生产、 供应和其他保障服务的
企业注册、 变更的需求， 为申请
人提供专窗专人的专项服务。

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大力推行
全程电子化登记方式。 同时， 全
面开启绿色通道， 即来即办。 对
“销售口罩、 纱布、 防护服” 等
新开办或增项的企业， 加快办理
速度， 立等可取。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
者昨天从北京交管局获悉，从5日
上午开始，全市出现降雪天气，本
市交管部门及时启动高等级上勤
方案，当日早晨开始，安排全市交
警提前上岗，重点围绕环路、主要
联络线、高速公路、山区道路、桥
区、匝道以及校园周边等区域，增
设雪天专项岗位810余处。

据介绍， 市交管部门根据降

雪对路面交通的影响程度， 及时
启动高等级应急指挥预案， 在交
管指挥中心大厅启动应急指挥
所， 各交通支大队在二级中心设
分指挥所， 执勤大队在管界重点
部位设现场指挥点， 最大限度加
大警力投放上路巡视。同时，交管
部门还根据降雪情况和交通运行
实际， 设置现场指挥点56处， 增
设雪天专项岗位810余处。

本市增810余处专项岗保雪天交通平稳

雪雪天天站站岗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