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北
京市卫生健康委2月11日发布
最新疫情通报，2月10日0时至
24时，本市新增5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又有4例新冠肺炎患者
出院。

新增的5例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中，1例有湖北及其他省份
接触史，3例为确诊病例的密切
接触者，1例无湖北接触史，均
已送至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救
治。 本市现有疑似病例236例，
新增密切接触者37例， 累计确
定密切接触者1502例，其中677
例已解除医学观察。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布了2月10日新发病例活动
过的小区或场所，包括：昌平南
邵镇长滩壹号、 西城月坛街道
三里河三区、 海淀中关村街道
软件小区、 通州马驹桥镇北门
口村。

本市又有4例新冠肺炎患
者经过医护人员精心治疗后符
合出院标准， 于10日先后从地
坛医院、 佑安医院出院。 4名
患者中有2名男性， 2名女性；
年龄最小的 21岁 ， 最大的 84
岁。 本市新增死亡1例新冠肺
炎患者 ， 男性 ， 82岁 ， 北京

人， 2月3日确诊， 入住市级定
点医院， 临床分型为重型。 因
其患有冠心病、 心功能不全等
基础病急性加重， 经抢救无效
于10日死亡。

截至2月10日24时，北京市
累计确诊病例342例，其中东城
区9例、西城区39例、朝阳区56
例、海淀区57例、丰台区30例、
石景山区13例、 门头沟区3例、
房山区14例、通州区17例、顺义
区10例、昌平区19例、大兴区36
例、怀柔区7例、密云区6例、延
庆区1例， 外地来京人员25例。
平谷区尚未有病例。

近日，记者在海淀区中关村街道东里南社区服务站门口看到，保洁
人员正在对专用的废弃口罩垃圾桶进行定时回收。为防止废弃口罩“二
次污染”，中关村街道在辖区内设置了40个废弃口罩回收处，分布在街
道30个社区居委会附近，同时在超市、商场等公共区域也有设置。

本报记者 白莹 陈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市公安局
依法严厉打击寻衅滋事、 扰乱社
会秩序、妨害公务、募捐诈骗等各
类涉疫情违法犯罪活动。 截至目
前，已侦破涉疫情案件75起，打击
查处违法犯罪人员102人。

据了解， 针对各社区 （村）
成为防控工作最前沿， 全市各社
区 （村） 全面采取 “群防群控、

严防严控、 稳防稳控” 等防控措
施 ， 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情
况， 市公安局多措并举， 全力支
持保障社区 （村 ） 疫情防控工
作。 全体社区民警配合会同社区
防控力量、 卫生防疫部门， 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 针对干扰
破坏社区卫生防疫防控措施等各
类突出问题， 快速处置、 严厉打
击， 先后查处相关违法犯罪案件
44起。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记者昨
天从北京银行获悉， 继该行在春
节期间推出“京诚贷”，为受困行
业和企业制定延期、 续期等多项
紧急方案后， 北京银行北京分行
针对文旅、餐饮企业出台“文旅餐
饮振兴扶持专项计划”，扶持专项
资金整体不少于100亿元。

该专项计划以人民文旅及人
民美食发展联盟筛选受疫情影响
的文旅、餐饮企业为目标，集“专

项资金、专属方案、专人对接、优
享通道、优惠利率”于一体，实现
北京银行金融支持文旅、 餐饮企
业恢复经营的目标。

为帮助餐饮企业缓解疫情防
控期困境， 北京银行迅速为众多
餐饮企业逐户制定金融解困方
案。同时，北京银行还在积极推进
为合作餐饮企业增加贷款额度的
工作，目前已经开始进行眉州、云
海肴、局气的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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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100亿资金扶持文旅餐饮企业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目
前 ， 北京 “12345” 热线增加了
关于 “16项中小微企业支持政
策” 解答功能。 昨天， 记者从市
商务局获悉 ， 至2月10日12时 ，
“12345” 热线共受理涉及 “16
条” 咨询378件， 均已按照对应
的细则内容进行答复， 对复杂疑
难问题派单到责任单位及时处
理， 确保中小微企业事项有专人
办、 疑惑有专人解。

为切实减轻疫情对中小微企

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帮助企业排
忧解难， 2月5日， 本市出台了关
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更好答复企业咨询， 市级
各部门各区迅速制订政策落地的
实施细则，并加强“12345”服务热
线的衔接， 第一时间回应企业关
切问题。市财政局、人行营管部、
银保监局、市金融局、市人社局、
市经信局、 市商务局等25家牵头

单位均在一天内研究制订了政策
实施流程、细则，并向社会公示，
接受企业咨询。 所有政策可在首
都之窗 “北京关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
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
施”专栏查询 。并与 “12345”服务
热线联动，根据来电咨询情况，及
时动态梳理企业咨询问题清单。
“12345” 负责人对企业服务事项
办理进行全过程跟踪和督办落
实，对企业进行满意度回访。

北京警方侦破涉疫情案件75起

本市面向全国征集抗疫漫画作品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北京动

漫游戏产业协会联合北京漫画研
究院及多家单位近日发起了 “抗
击疫情，众志成城，为中国加油！”
漫画及短视频征集活动。

多地漫画爱好者拿起画笔，
用自己的艺术巧思为抗击疫情贡
献一份力量。目前，北京动漫游戏
产业协会已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

发表漫画作品7刊共206幅。
此次征集活动将截至2月29

日， 征集作品包含四格漫画、单
图、条漫等多种形式，同时也欢迎
短视频作品投稿。 短视频作者可
使用正规视频网站的链接进行投
稿。 全部获奖及优秀作品将用于
线上宣传，并计划制作成视频，在
公交地铁电视上长期播放。

回回收收废废弃弃口口罩罩防防““二二次次污污染染””

多部门加强与12345热线联动

保障16项中小微企业支持政策落实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2
月10日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
市、 区文化和旅游局充分利用公
共数字资源的线上传播优势，汇
集整理市区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
线上数字文化资源， 近日推出了
190个免费开放的资源库。

190个免费开放的资源库包
括首都图书馆、 北京文化艺术活
动中心、各区图书馆、各区文化馆
等。市民可以通过网站、微信、客
户端APP等方式， 进入各类数字
资源库，了解包括连环画、文学、
音乐等多种文化内容。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11
日从北京市档案馆了解到， 闭馆
期间，市档案馆通过电话、网络等
方式正常开展馆藏档案和政府公
开信息的查询服务。

市档案馆发布的 《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查档服务的通
知》中提到，根据当前防控工作需
要，市档案馆继续暂停对外开放。

闭馆期间，档案馆通过电话、网络
等方式正常开展馆藏档案和政府
公开信息的查询服务。联系电话：
010 -87092323。 电 子 邮 箱 ：
lyc@bjma.gov.cn （邮件中注明需
要查询的内容及相关信息及联系
方式）。此外，还可通过关注北京
档案信息网及微信公众号 “北京
市档案馆”及时了解最新动态。

市档案馆：以电话、网络方式提供档案查询服务

本市推出190个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库

建议单位食堂安排错时就餐
本市将重点检查三类场所是否为职工配备防护用品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
从11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即日起，本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对本市各类商务楼宇、商场(含
超市)和餐馆(含内部食堂)等人
员密集场所进行监督检查。

据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副局
长温天武介绍， 为全力确保本
市各类商务楼宇(包括办公楼、
写字楼)及其使用单位、商场(含
超市)和餐馆(含内部食堂)等人
员密集场所 （简称 “三类场
所”）安全，经市政府决定，在疫
情防控期间， 全市各级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上述
“三类场所”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行使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由卫生健康行政

管理部门进行疫情防控工作监
督检查时行使的相关行政处罚
权、 行政强制权和临时管控措
施。 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仍
继续行使相关权力。

据悉， 全市城管执法部门
将重点检查“三类场所”防疫工
作落实情况，包括 “三类场所”
是否开展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
教育， 是否落实本单位职工和
从业人员离返京居家观察、隔
离等管理措施， 是否落实本单
位职工和从业人员健康监测登
记制度， 是否为职工配备防护
用品等， 以及对于商务楼宇重
点检查是否把好 “人员进门
关”；对于商场重点检查是否加
强保洁；对于餐馆、食堂重点检
查是否加强用餐管理等。

根据要求， 各区街道乡镇

要“边准备、边建账、边检查”，
尽快完善本辖区“三类场所”的
疫情防控台账， 确保城市综合
执法人员到位， 并提供防护装
备及防护培训，迅速开展工作。
城管执法部门要尽快进入 “三
类场所”，疫情防控相关事项进
行宣传告知， 并开展监督检查
以及问题的督促整改。 在其后
的全面检查落实阶段， 各区街
道乡镇将集中城市综合执法力
量，按计划开展检查工作，尽快
实现对上账“三类场所”防疫工
作的应查尽查。

“单位要宣传告知，同时督
促落实好自身主体责任， 拒不
整改的要移送行业主管部门；
存在违法行为的将移送公安机
关进行处罚。” 温天武表示，他
同时建议单位食堂错时就餐。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部分
商场未设立体温监测岗、 工作
人员个人防护不到位……2月
11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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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卫生健
康监督所党委书记、 所长李亚
京通报了卫生健康监督部门近
期在对楼宇、 商场等公共场所
防控执法中发现的问题。“要求
相关单位严格执行体温筛查制
度， 对拒不执行体温筛查的劝
导其不得进入。”

疫情发生以来， 全市卫生
监督员对所有开诊的医疗卫生
机构，商场超市、宾馆饭店、客
运车站等人群聚集的公共场

所，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单位
等开展了全过程、 全方位的疫
情防控监督执法工作， 目前已
监督检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7825户次，商场超市1141户次，
住宿场所4043户次， 其它公共
场所1219户次。

“结合防控工作实际，我们
将商场超市、 宾馆酒店作为疫
情防控的重要环节， 制订了集
中空调和公共区域公用品监督
执法工作规程。 为了有效应对
返京客流疫情防控形势， 我们
又将大客流的地铁换乘站作为
监督检查的重点。”李亚京说。

通过监督执法检查和督
导， 市卫生健康监督所发现目

前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
方面： 部分商场未设立体温监
测岗； 预防性消毒措施落实不
到位； 疫情防控知识培训不到
位；工作人员个人防护不到位。

为此， 市卫生健康监督所
下一步将继续压实四方责任，
尤其是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和
全员责任， 继续依法对公共场
所和人员密集场所是否严格落
实新冠肺炎防控举措开展监督
执法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立整
立改，落实到位；对拒不改正或
情节严重的要依法顶格查处。
市卫生健康监督所还将开展
“回头看”行动，针对前期存在
问题的单位督促其整改落实。

市卫监所：部分商场未设体温监测岗

本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2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