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5日，东城区献血办与区教委、区国资委联合开展“教委抗疫争
先、国企担当责任、热血逆行有我”主题宣传和无偿献血活动，东城区国
资委及相关驻区国有企业42名企业干部和区教育系统35余名教职员工
进行了无偿献血。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北京境外输入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名单调整至25个

本报讯（记者 陈曦）昨天，
北京第一批滞留湖北人员800
余人到京。 同时，滞留在湖北的
北京人员的返京工作， 将用半
个月时间完成。 返京方式主要
为铁路专列和公路自驾 。

市政府副秘书长陈蓓昨天
表示，3月25日零时起， 湖北省
除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
道管控，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
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 按照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整体部
署，北京市与湖北省提前对接，
制定滞留湖北的北京人员返京
工作方案， 成立北京西站联防
联控前方指挥部， 分期分批组
织滞留湖北的北京朋友安全有
序返京。第一批两个车次800余
人分别于25日17时43分、18时26
分抵京。为保证安全有序，此次
返京工作采取有组织 、 “点对
点 ”方式进行 ，全程闭环管理 、
无缝对接。 鉴于近期境外疫情
输入风险突出， 为避免在机场
与入境人员交叉感染， 返京方
式主要为铁路专列和公路自
驾。具体返京流程是：

线上申报。前期，我们已向
滞留湖北的北京朋友发送了信
息，请大家按照短信提示，在微
信或支付宝中搜索“京心相助”
小程序， 登录后点击 “返京服
务 ”， 详 细 填 写 个 人 相 关 事
项 ，选择返京方式、返京意向 ，
添加同行人员（仅限直系亲属）
信息。

查询结果。 申报信息经审
核后， 返京人员将收到短信反
馈 ；也可通过 “京心相助 ”小程
序中的 “返京服务 ”功能 ，查看
审核结果和 “返京服务证”，掌
握返京信息。

铁路返京。 湖北省将组织
通过审核人员到指定火车站乘
车，与国铁集团完成人员、责任
交接， 返京人员在进站或登车
后办理购票手续；列车抵京后，
由国铁集团与北京在站台完成
人员、责任交接，各区将安排专
人专车护送至各自居住地 ，与
相关社区完成人员、责任交接。

自驾返京。 通过审核人员
可持健康码 “绿码 ”、身份证自
驾返京，沿途公安、交通检查站
将逐人逐车核验， 对无上述凭

证人员，将予以劝返。非京牌车
辆须按要求， 提前网上办理进
京证。 自驾返京人员请勿随意
搭载未经审核通过人员进京。

陈蓓也特别提醒： 一是这
次滞留湖北的北京人员返京工
作，大约利用半个月时间完成。
在此， 请有返京意向的朋友尽
快登录 “京心相助 ”小程序 ，并
提前向所属社区（村）和单位报
告。二是返京后，这些人员要严
格执行居家或集中观察14天规
定 。三是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 、
密切接触者和有发热等症状人
员，暂不返京。

陈蓓也提醒广大返京朋友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工作， 按照
规定流程安全有序返京。 若有
疑问 ， 请拨打010-12345市民
热线进行咨询。

此外 ， 目前 ， 还有2万多
名北京的师生和教职员工滞留
在湖北。 陈蓓介绍， 现在的考
虑是在校外有固定居所的教职
员工， 可以通过申报返回。 其
他的师生和教职员工要根据北
京市发布开学的通知后， 再安
排返回。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记者
从昨天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获悉， 北京市根据全球疫
情发展态势， 为严防境外输入
病例， 调整境外输入高风险国
家和地区名单至25个。

名单具体包括英国、 西班
牙、 美国、 意大利、 德国、 法
国、 伊朗、 荷兰、瑞典、瑞士、挪
威、丹麦、比利时、奥地利、葡萄
牙、捷克、希腊、以色列、澳大利
亚、加拿大、韩国、新加坡、马来
西亚、中国香港、日本等25个国

家和地区。
市政府副秘书长陈蓓表

示， 将坚持 “外防输入、 内防
反弹” 的总体策略， 继续严格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努力将境
外输入病例风险降到最低， 努
力维护首都安全。

首批800余滞留湖北人员抵京

【本市】03新闻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3月25
日， 为纪念中共中央进驻香山71
周年 ， 香山革命纪念地举行了
“纪念中共中央进驻香山71周年”
主题活动。 当天， 香山革命纪念
馆的宣讲员还通过镜头同步向北
京市一〇一中学矿大分校、 北京
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师生们， 进
行了 “云课堂” 网上参观展览。

自3月4日， 纪念馆首次面向

中小学推出 “云课堂” 网上参观
展览活动以来， 先后举办多场专
题宣教活动，“云课堂”以“参观展
览、 学习红色历史、 追寻伟人足
迹”为主题，深入讲解1200件珍贵
文物背后的故事和波澜壮阔的香
山革命历程， 受到了学校老师和
同学的一致好评。 同学们热情高
涨， 短短一堂课的时间里， 就送
出了9.3万个赞。 陈艺 摄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近日，
部分家长群及个人朋友圈流传北
京市中小学调整线上学习安排、
开学时间等内容。 北京市委教育
工委、 市教委3月25日对此公开
回应， 开学工作方案正在审慎研
究， 公布时间会留出提前量， 请
社会公众以官方权威发布信息为
准， 不信谣、 不传谣。

近期， 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
委 正 在 研 究 部 署 下 一 阶 段 中
小 学 教育教学工作 ， 将进一步
细化调研和统计学生居家学习条
件情况， 对中小学居家学习指导
的内容、 课程资源供给等做进一

步优化与调整， 确保覆盖每位学
生 。 相 关 安 排 将 第 一 时 间 正
式 通 知 至 师 生 家 长 ， 并 通 过
“首都教育” 微信公众号等官方
平台发布。

两委正在结合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 综合各方意见建议， 审慎
研究开学工作方案。 开学安排和
时间表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公布时间也会留出提前量， 确保
学校和师生家长做好充分准备。
首都教育工作者要把服务学生健
康成长放在第一位， 及时向家长
学生传递权威信息， 不传播和猜
测片面信息， 以免产生误导。

本 报 讯 （记 者 盛 丽 ） 近
日 ， 市住建委联合市金融局 、
市财政局、 北京银保监局印发了
《北京市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
综合保险管理办法》， 面向北京
市重点工程项目推出 “复工复产
企业疫情防控综合保险” （以下
称 “复工综合险”）。

复工综合险主要面向本市复
工复产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的参建
单位， 保障覆盖企业在生产经营
过程中发生法定传染病 （包括新
冠肺炎） 疫情或因自然灾害和意
外事故所导致的员工死亡伤残补
偿、 企业财产损失、 营业利润损
失、 员工工资及隔离费用， 具有
保额高、 保费低、 针对性强及全

线上化等四个特点。
据了解， 复工综合险为单一

项目提供高达300万元的保障金
额， 其中， 企业员工在复工过程
中， 因感染新冠肺炎导致死亡或
残疾的， 累计赔偿上限150万元；
企业财产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
导致直接物质损坏或灭失的保障
额度100万元； 停工停产期间企
业的营业利润损失、 员工工资及
隔离费用的保障额度50万元。

每个工程项目保费10万元，
保险期限3个月， 由市财政资金
按照实际参保保费的50%进行补
贴， 参保企业仅需自行承担50%
的保费。 具体补贴由市住建委与
保险公司统一对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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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昨
天，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新
闻发言人潘绪宏在北京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 顺义一男子
隐瞒出入境行程， 违反北京市
境外进京人员管控规定， 将受
到行政拘留的处罚， 待通过医
学观察后执行。

近日， 顺义公安分局北石
槽派出所工作中获得线索： 一
男子隐瞒出入境行程， 违反北
京市境外进京人员管控规定 。
经查， 李某辉， 男， 30岁， 顺

义区人， 本市某公司员工。 该
人于1月25日出境前往老挝， 3
月14日从昆明入境， 15日返回
北京。 期间， 该人向单位谎称
已于2月初回京 ， 并以生病为
由请假。 返京后， 李某辉未向
居住地社区报告 ， 未进行隔
离 观察 ， 并于3月16日到单位
上班。

目前， 李某辉正在集中隔
离点接受医学观察， 核酸检测
为阴性， 相关密接人员进行居
家观察 。 针对李某辉拒不执
行 紧 急 状 态 下 的 决 定 的 行

为 ， 3月 25日 ， 顺 义 公 安 分
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 》 第五十条之
规定 ， 对李某辉作出行政拘
留的处罚， 待通过医学观察后
执行。

潘绪宏表示， 首都疫情防
控责任重大， 必须做到百密无
一疏。 境外进京人员应严格遵
守北京市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
对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 ，
北京警方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
任， 坚决捍卫来之不易的疫情
防控成果。

顺义一男子隐瞒出入境行程将被行拘

本报讯（记者 陈曦）上班出
行应该如何做好个人健康防
护？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北京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昨天
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仍是工
作重点。她提醒市民，在疫情防
控期间，除上班、购买生活必需
品以外，应尽量减少外出，以居
家生活为主。

上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
比如公交车、地铁或出租车等，
应全程佩戴医用口罩。 尽量避
免乘坐厢式电梯， 如需乘坐应
全程佩戴口罩， 减少接触电梯
表面，避免用手揉眼、抠鼻等行
为 。需要提示的是 ，有发热 、干
咳等症状的乘客， 不应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 开私家车独自上
班，可以不佩戴口罩。

骑车和步行上班， 酌情佩
戴口罩， 尽可能减少与他人近
距离接触， 保持与其他人的距
离至少在一米以上，避免聚集、
扎堆聊天。

要关注权威机构发布的疫
情消息， 做到心里有数， 安全
出行。

进单位后， 遵守体温检测
制度。如需要乘坐电梯，等电梯
时也应保持与他人之间的距
离， 当电梯轿厢人员较多接近
满载时应等待下一班。 如用手
直接接触按钮，需要及时洗手。

进入办公室后， 应先打开

窗户采用自然通风， 有条件的
可以开启排风扇等抽气装置以
加强室内空气流动。

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时， 应保证集中空调系统运转
正常，关闭回风系统，采用全新
风运行， 确保室内有足够的新
风量。

办公前，应保持个人卫生，
勤洗手，将办公桌擦干净，做好
鼠标 、键盘 、门把手的消毒 。但
是也不必过度消毒， 比如用酒
精擦拭鞋底等。 建议准备一个
带盖的水杯，多喝水。工作环境
在室外的，如果人员分散工作，
亦可不戴口罩， 工作结束后和
如厕前后要用流动水洗手。

北京疾控：上班出行要做好个人防护

香香山山革革命命纪纪念念馆馆推推出出““云云课课堂堂””

北京推出“复工综合险”

东东城城职职工工无无偿偿献献血血

本市开学工作方案正在审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