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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市场监管局丰台街道
市场所辖区内双非类培训机构分
布较为集中， 针对复工后预付费
服务风险， 丰台街道市场所多举
措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 切实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是楼宇物业方拉清单。 建
立培训品牌、 主体资质的联络台
账， 对每一户的预计复工时间进
行初步摸排 ， 统计近期房租情

况， 提高物业方对租户经济动态
的管控。

二是培训主体再巡查。 承诺
书送达培训机构主要负责人 （实
际控制人）， 所有培训主体实现
每周一覆盖， 对于发现问题的复
工机构， 安排复查， 督促整改。

三是消费群体勤提示。 为预
防企业复工后搞促销一次性收取
较多预付费用导致后期大规模退

费难问题， 联合区局市场二科、
消保科制定提示书， 张贴在培训
楼宇内， 提示消费者谨慎预付费
用， 理性消费。

四是投诉举报划重点。 扩大
投诉举报工单分析范围， 对于半
年内有投诉举报企业， 作为重点
跟进对象 ， 企业复工后进行约
谈， 落实主体责任， 降低消费纠
纷风险。 （张蕾）

·广告·

挫伤
因钝器打击而引起的软组织

非开放性损伤。 轻者毛细血管溢
血、 肿痛。 重者引起血肿， 甚至
休克。

处理方法：
轻度损伤， 冰敷24小时后可

用活血化瘀叮剂 ， 局部可用膏
药， 第二天可热敷。 约一周后可
吸收消失 （冰水混合最好， 其次
为冰棒、 冷水。 一般15-20分钟，
间歇多次）。

较重的挫伤可用云南白药加
白酒调敷伤处并包扎， 或者去医
院开药敷， 隔日换药一次， 每日
2-3次， 加理疗。

为什么要冰敷？ 早期合理的
冰敷可以达到减低组织创伤程
度， 加快组织修复的目的。 减轻
微循环及周围组织的渗出和肿
胀； 减少及减缓组织胺的释放，
减轻组织对疼痛的敏感性。

肌肉拉伤
大腿后侧肌群的拉伤， 后侧

主要肌肉为股二头肌、 半腱肌、
半膜肌， 发生急性损伤时会有拉
伤感或声响。 表现为疼痛、 压痛
明显、 肌肉发紧、 肿胀、 有瘀斑
不能继续运动， 甚至不能走。

原因有以下几点， 准备活动
不当， 肌肉弹性差； 疲劳或过度
负荷， 肌肉机能下降， 协调性降
低； 主动收缩过猛、 被动过度拉
长 ； 错误的动作技术 ； 气温过
低、 湿度大。

处理方法：
首先应该停止运动。 部分断

裂应将患肢置于伤肌拉长位， 使
肌纤维不致因瘢痕挛缩而变短。

保持冰敷15分钟， 使小血管
收缩， 减少局部充血、 水肿。

弹性绷带包扎， 减轻内部出
血与组织液渗出， 控制肿胀， 并

尽量抬高于心脏平面。
忌搓揉、 热敷， 24小时之后

可做轻手法按摩， 结合药物、 针
灸 。 一周后开始锻炼 ， 增加力
量、 拉长肌肉为主。

扭伤
关节部位突然过猛扭转， 伤

了附在关节外面的韧带及肌腱所
致。 踝关节、 膝关节及腰部等部
位多见。

处理方法：
急性腰扭伤采取卧位休息；

使用硬板床， 腰下垫一个薄枕；
先冷敷， 后热敷。

踝关节扭伤将扭伤部位垫
高；冷敷两天后再热敷；如扭伤部
位肿胀、皮肤青紫和疼痛，可用陈
醋半斤炖热后用毛巾蘸敷伤处。

低血糖
正常人空腹血糖浓度低于

2.8mmol/L,糖尿病者低3.9mmol/
L。 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表现 ，
早期表现为心慌、 胸闷、 手抖、
面色苍白、 出冷汗、 头晕、 烦躁
等 。 严重时大汗淋漓 、 皮肤湿
冷、 吐字不清、 注意力不集中。
甚至抽搐、 昏迷、 大小便失禁。

重在防范。 关心家人是否吃
过早餐， 是否有糖尿病等。 运动
过程中注意观察家庭成员的体征
表现， 注意其动作、 脸色等。

处理方法；
平卧休息 ， 快速补充葡萄

糖， 能进食者进食高蛋白、 高脂
肪食物， 少食多餐。 建议适当减
少运动量。

休克
一般是由其他疾病引起的一

种综合症， 常有血压下降、 心率
加快、 脉搏微弱、 全身乏力； 开
始意识清醒， 如不及时抢救可神
志模糊、 昏迷甚至死亡。

休克的过程分为兴奋期和抑
制期。

兴奋期： 烦躁不安、 呻吟、
叫喊、 表情紧张、 面色苍白、 呼
吸浅促。

抑制期： 短时间意识模糊、
反应迟钝 、 全身无力 、 四肢发
凉， 严重的还伴有口渴、 头晕、
出冷汗等。

处理方法：
拨打 120， 平卧或半卧位 ，

置于空气流通处、 呼吸道畅通；
指掐人中、 内关、 合谷、 涌泉等
穴位； 保暖， 高烧感染病人进行
降温， 有条件给氧； 未昏迷的病
人酌情给予含盐的饮料。

运动性晕厥
运动导致的饥饿、 恐惧、 疲

劳、 气温闷热、 体位变化等引起
的脑供血不足。 突然发生， 很快
消失。 常周身发软、 面色苍白、
头晕目眩等致。 休息后可缓解。

处理方法：
停止活动， 仰卧位， 头部可

略放低， 足稍抬高； 掐人中； 苏
醒后给予温糖水、 热饮料。 及时
送至医院。

肌痉挛
表现为抽筋。 肌肉突然、 不

自主的强制性收缩。 常见原因：
肌肉疲劳 ； 水分 、 盐分丢失过
多； 局部血循不好； 严重腹泻、
呕吐， 食物中矿物质含量不足；
环境温度突然改变； 肌肉或肌腱
轻裂伤； 情绪过度紧张， 肌肉协
调不良； 慢性病、 孕妇等。

处理方法：
小腿： 马上抓紧抽筋侧脚拇

指， 向身体方向拉， 同时同侧手
将膝盖下压并伸直。 疼痛消失后
放松、 按摩。

手指、 手掌： 将手掌握拳并
尽量屈肘， 然后用力伸开， 反复
进行并用力向手背侧摆动手掌。

大腿抽筋： 弯曲大腿与身体
成直角，弯曲膝关节，用两手抱着
小腿用力贴向大腿， 同时做震荡
动作，随即向前伸直，反复进行。

疫情期间
安排员工待岗需要协商一
致吗？

新冠肺炎疫情属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 为了保护公众健
康， 政府采取了特殊的疫情防
控措施。 与此同时， 与疫情防
控措施配套的相应政策也迅速
出台。

2020年1月23日 ， 北京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
《北京市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维护劳动关系稳定有关问题
的 通 知 》 （ 京 人 社 劳 字
〔2020〕 11号 ） 中规定 “职工
未复工时间较长的， 企业经与
职工协商一致， 可以安排职工
待岗。 待岗期间， 企业应当按
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70%支付基本生活费 。 ……”
该通知规定协商一致后可以安
排待岗。

2020年1月24日 ，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针对各
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 （局） 作出的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
知》 （人社厅发明电 〔2020〕
5号） 中写明 “企业因受疫情
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 可
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
整薪酬、 轮岗轮休、 缩短工时
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 尽量不
裁员或者少裁员。 符合条件的
企业 ， 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
贴。 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
支付周期内的， 企业应按劳动
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工工
资 。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
的， 若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
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职工没
有提供正常劳动的， 企业应当
发放生活费， 生活费标准按各
省、 自治区、 直辖市规定的办
法执行。” 该条款规定， “调
整薪酬 、 轮岗轮休 、 缩短工
时” 需协商一致， 未规定安排
待岗需协商一致。

那么， 待岗是否需要协商
一致呢？ 综合上述两个文件的

内容、 发布时间先后顺序， 应
以2020年1月24日作出的 《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
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
题的通知 》 （人社厅发明电
〔2020〕 5号） 中规定为准， 实
际操作中， 用人单位确因疫情
无法开展经营而安排劳动者待
岗的 ， 可不必经双方协商一
致 ， 但应作出书面通知 ， 且
《待岗通知书》 中应写明待岗
系因疫情原因。

待岗期间
工资发放周期和计算方法

根据2020年1月24日 《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
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
题的通知 》 （人社厅发明电
〔2020〕 5号） 中的规定， 待岗
后， 工资应在两个不同阶段分
别计算， 即： 一个工资支付周
期内和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
期。 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
应当按照 “提供正常劳动支付
劳动者工资， 即劳动者收到待
岗通知后的第一个工资支付周
期内即使未提供全勤的劳动，
用人单位也应支付其该周期内
的全勤工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
付周期的， 劳动者未提供劳动
的， 则应向其发放基本生活费
（待岗工资）”。

按照北京市关于待岗工资
标准规定举例说明： 在京某企
业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发
放周期应在4月5日发放3月整
月工资， 则无论该企业在3月
任何一天通知员工待岗， 均应
在4月5日全额支付员工3月整
月工资 。 此后每月员工不出
勤， 发给员工待岗基本生活费
1540元 （发放到手数额） 即可
（北京市最低工资2200×70%）。

综上所述， 疫情期间关于
待岗的操作实为特殊时期的特
殊处理 ， 如因此发生劳动争
议， 劳动仲裁机构及人民法院
必将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进行
公正合理的裁判， 通过保护劳
动关系各方权利、 平衡劳动关
系各方利益， 助力疫情结束后
的经济恢复。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

劳动者待岗 工资咋发
疫情期间

“因为疫情在家待岗， 工资咋发？ 企业安排员工在
家待岗是否需要和员工协商？” ……此次疫情， 对旅游、
交通、 餐饮、 酒店等众多行业的经营造成严重影响。 在
此背景下， 如何依法合规、 合理地处理好企业劳动用工
过程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为此， 记者邀请海华永泰 （北
京） 律师事务所彭李律师， 请他对当下大家普遍提出的
关于 “待岗” 事宜应如何理解以及具体法律操作问题进
行了梳理解析。

？？

疫情“宅”在家
常见运动损伤早知道

疫情期间， 为了增强自身体质， 提高免疫力， 很多人在家中做起了运动。 在运动锻炼的
过程中， 最常见的可见性损伤和问题有什么？ 如果发生运动损伤， 您知道怎么办吗？ 我们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社区康复中心康复治疗师李建敏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康复医院

健康在线
协协 办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