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超）4月12
日，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
委新闻发言人李奕介绍，截至目
前，市级层面已策划安排网络双
选会97场，预计为高校毕业生提
供就业岗位108万个。 截至3月

底， 毕业生就业整体落实率达
38.44%， 高于往年同期1.8个百
分点。

李奕说， 此前， 市委教育
工委、 市教委要求各高校科学
调整教学工作、 合理安排考试

考核 ， 加强毕业论文 （设计 ）
指导、 做好毕业生学位授予等，
保障毕业生及时完成学业， 促
进顺利毕业。 市级层面、 各高
校也通过多种渠道、 多种举措
推动毕业生就业。

截至3月底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38.44%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北京中小学其他各年级开学时间待定

北京打造培训就业全链条的校企合作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张晶）近日，市
人社局印发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聚焦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需要， 针对高校毕业生、 农民
工、城镇失业人员、贫困劳动力等
重点群体， 不断加大网上招聘力
度，提升岗位归集强度。

为做好各项就业服务工作，

市人社局在官网“就业超市”搭建
了统一的线上服务平台 “职等你
来 就业同行———百日千万网络
招聘专项行动（北京专场）”，并为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置了
“产业园专场”。 各区人力资源公
共服务机构在该线上服务平台发
布并组织特色专场招聘， 遴选出
一批优质“云招聘”服务产品，在

公共服务中免费使用， 并向用人
单位推介。此外，经营性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也提供了特色 专 场 招
聘 、 培训或其他人力资源服务
活动，为求职者提供免费服务，并
为用人单位提供免费或优惠服
务，预计将有不少于100家优质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活动。

此次专项行动中， 各区人社

部门将组织遴选一批优质 “云招
聘”服务产品，主要形式有空中宣
讲、直播招聘等，在公共服务中免
费使用，并组织向用人单位推介。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求职
者提供免费服务， 并为用人单位
提供免费或优惠服务。

市人社局还明确， 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须按照相关规定， 建立

健全信息发布审查和投诉处理机
制，确保线上发布的信息真实、合
法、有效；配备必要的人员和技术
保障，加强关键字筛查，确保招聘
信息不得含有各类就业歧视性内
容。 各区人社部门要强化监督检
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切实维护
人力资源市场良好秩序和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

北京启动“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
搭建统一线上服务平台 为求职者提供免费服务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4月
12日，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 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介
绍， 除初高三外， 中小学其他
各年级， 以及中职学校、 高等
学校和幼儿园的开学将另行考
虑， 具体时间确定后将第一时
间通过官方发布并通知师生家
长， 也会留足准备时间。

在没有正式确定返校时间
及安排前， 对中小学其他年级
来说， 根据相关工作安排， 按
照课程教学计划 ， 开展全学
段 、 全学科的线上教学活动 ，
集中时间完成学科教学任务 。
如期完成全年育人目标。 坚持
整体规划 。 把延期开学阶段 、

线上学科教学阶段以及正式
开学后线下学习阶段共同组成
2020年春季学期整体 ， 保证
各 个阶段有效衔接 ， 平稳过
渡 ， 确保如期完成课标要求 。
突出高质量发展。 通过加强课
程内容整合 ， 构建科学 、 高
效、 简洁的课程体系， 提高单
位时间内教育教学和学习效
率 ， 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
智慧发展。

李奕说 ， 对高校学生来
说， 当前的要求依然是 “不离
家 、 不返校 ”， 因为高校开学
就意味着大人群聚集， 在宿舍
密集居住 ， 在食堂集中用餐 ，
在图书馆和教室集中学习， 对

疫情防控和开学条件的要求更
高， 必须从师生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角度出发 ， 确保密切 、
密集接触条件下无隐患。

对幼儿园来说， 首先学龄
前儿童年龄小、 抵抗力差、 自
我防护和管理能力弱， 需要给
予更大的关注， 对防疫的要求
更高。 其次幼儿园阶段是保教
结合， 以孩子健康快乐成长为
主， 并无严格意义上的课程标
准和学业压力。 因此从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角度出发， 幼儿
园暂时不开学， 耐心等待开学
通知及安排。

对培训机构来说， 目前仍
不得开展线下培训及服务。

每位学生前后左右保持1米距离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4月

12日， 针对学生在校期间聚集
等特点， 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
了 《高三开学期间新冠肺炎防
控指引 》， 提醒学校和师生做
好防控工作。

各学校应按北京市疫情防
控要求， 成立学校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 制定完善各项制
度机制。 提前了解掌握教职员
工和学生出京情况， 对于出境
返京的， 要观察14天， 无异常

方可返校 。 对有发热 、 干咳 、
乏力的 ， 应督促其及时就医 ，
保证师生不带病上课。

学校在校门口外就近设置
临时等候区， 做好体温检测等
准备。 如有体温异常，学校要带
至临时等候区，并通知家长。 对
所有入校的外来人员进行登记
和体温排查。 对发热超过37.3℃
和出现干咳的学生， 应立即通
知家长带其就诊或回家休息 。
在校期间要全程佩戴口罩 ，不

与他人共用食饮具， 同时将厨
师、保安等纳入管控范围。

学校应保持清洁卫生， 如
无天气异常， 学生在校应保持
持续开窗通风， 每日放学后消
毒 。 按照每位学生前后左右1
米的标准上学。 组织教职员工
和学生分食、 分散就餐， 并保
持1米以上距离 。 有住宿生的
学校， 宿舍人均面积应符合要
求， 每日要对住宿生巡视， 并
做好清洁通风和预防性消毒。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近日，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与京东集
团对接， 开设符合首都发展的新
专业机电一体化 “联合定向培养
班”， 探索校企深度合作新模式。

据了解， 这一校企合作新模
式实行以企业为主体的培养模
式，按照“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
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原则，以
企业用人、 岗位和技能需求为导
向，由企业主导确定培养计划，学
校按照企业需求培养订单式技能
人才。 学员具有企业员工和学校

学生双重身份， 并根据岗位和员
工情况，给予岗位工资。同时，实
现互评互聘，打造“双师制”师资
队伍。此外，通过校企合作，校方
还将与企业合作开发智能设备操
作、5G网络安装与维护等新职业
培训标准规范，在开发课程体系、
线上培训内容、 专业内涵建设等
方面开展全方位广泛合作， 打造
共育共享的行业培训规范体系。

下一步， 市人社局将对复工
复产企业开展高质量培训就业全
链条合作提供一系列政策支持。

首都标准化战略补助资金申请受理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昨天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 本
市已启动实施首都标准化战略补
助资金申请受理工作。 其中， 优
先对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中应用
的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等相关标
准进行补助。

根据 《办法》， 本年度补助
对象包括标准制修订补助、 标准

化试点示范活动补助和推动标准
国际化补助。 升级标准制修订补
助， 将国际标准补助上限由50万
元提高至100万元， 并首次将团
体标准纳入补助范围。

标准制修订补助申请单位可
登陆北京市技术标准制修订补助
资金评审管理系统 ,在线填写申
请表， 并上传相关附件。

“北京东城学网”推出防疫公益微课程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昨

天从东城社区学院获悉， 该校联
手国家开放大学数字化资源中心
共同开发了 “新冠状病毒-防控
公益课程”，包括《个人如何预防
新冠状病毒》《居家隔离的日常消
毒》等60个防疫公益微课程。市民

可登陆“北京东城学网”客户端、
手机端、微信公众号免费观看。

东城社区学院表示， 下一步
将继续利用自身资源及平台优
势， 加紧防疫公益微课程的上传
及宣传工作，使市民在生活、工作
节奏逐渐恢复的同时科学防疫。

《高三开学期间新冠肺炎防控指引》发布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住建委发布 《关于调整本
市市场租房补贴申请条件及补贴
标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拟
放宽市场租房补贴申请条件， 提
高补贴标准。 《征求意见稿》 提
出， 在家庭住房和资产条件不变
的前提下， 家庭人均月收入申请
门槛拟由2400元调整到4200元。

根据 《征求意见稿》， 市场
租房补贴标准考虑本市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房屋市
场租金水平等因素， 根据保障家
庭人口结构和收入水平， 分六档
确定。 除怀柔、 平谷、 密云、 延
庆外的其他区， 2人及以下户最
高补贴标准2500元， 最低补贴标
准1000元； 3人及以上户最高补
贴标准3500元 ， 最低补贴标准
1200元。 怀柔、 平谷、 密云、 延
庆四区市场租金水平较低， 市场
租房补贴标准按全市标准的60%

确定。 家庭成员中有重度残疾人
员或患重大疾病人员以及家庭成
员均为60周岁以上老人且无子女
的， 依申请可提高一档市场租房
补贴标准。 东城区和西城区家庭
租赁城六区以外的房源， 且房屋
租赁合同依本市规定办理租赁备
案登记的， 可提高两档市场租房
补贴标准。 上述家庭提高后的租
房补贴标准不超过本市确定的最
高补贴标准。

北京拟放宽市场租房补贴申请条件
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4200元即可申请

昨天， 家乐福北京中关村、 鲁谷、 四元桥、 马家堡店， 在外卖小
哥取货处同时出现了一个 “爱心货架”， 外卖小哥们可以在此免费领
取自己需要的牛奶、 面包、 饮料和消毒液。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爱爱心心货货架架””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4月10
日10时， 怀柔 “政务10：00云直
播”正式开通。当天的税务服务专
场直播，迎来了141家企业，解决
了163个具体问题。

据了解，“政务10：00云直播”

是怀柔区政务服务局为方便企业
咨询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拓宽企
业办事咨询渠道， 解读优化营商
环境3.0版最新政策推出的新渠
道。 由相关单位内专业人员上线
直播， 为企业答疑解惑。

怀柔开通“政务10：00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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