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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

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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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有

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

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通过适当下调贷

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各级

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应取消反担保要求，降低担保和再担保费；对受疫情影响

严重地区的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减半收取再担保费。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2_16226

41.html 

【政策类别】 

政策扶持 

【发布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 

【发布时间】 

2020 年 1月 31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2_1622641.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2_1622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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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

收政策的公告 

【政策内容摘录】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 2020 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 5 年延

长至 8年。困难行业企业，包括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四大类，具体判断标准

按照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执行。困难行业企业 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须占收

入总额(剔除不征税收入和投资收益)的 50%以上。对纳税人提供生活服务，以及为居

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生活服务、快递收派服

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号印发)

执行。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7_16261

15.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国家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6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7_1626115.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7_1626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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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帮助中小企业复工

复产共渡难关有关工作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和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六稳”工作的有关决策部署，

帮助广大中小企业坚定信心，强化措施，实现有序复工复产，渡过难关，通知有关事

项。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10_16271

20.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9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10_1627120.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10_16271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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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阶段性降低非居民用气成本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提前执行淡季价格政策。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提前执行淡

季价格，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对执行政府指导价的非居民用气，要以基准门站价格

为基础适当下浮，尽可能降低价格水平；对价格已放开的非居民用气，鼓励天然气生

产经营企业根据市场形势与下游用气企业充分协商沟通，降低价格水平。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22_16663

62.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22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22_1666362.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22_16663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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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自 2020 年 2月 1日起至 6月 30日止，阶段性降低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的，现执

行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电价、大工业电价的电力用户用电成本。电网企业在计收上述电

力用户(含已参与市场交易用户)电费时，统一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 95%结算。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cjd/202002/t20200222_1666366.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22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cjd/202002/t20200222_16663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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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

付息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2020 年 1月 25 日至 6月 30日期间，如果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时还本付

息，可以向银行提出延期申请。银行可根据企业受疫情影响和经营状况，给予企业一

定期限的延期还本付息安排，最长可以延长至 2020年 6月 30 日，免收罚息。对于需

要延期支付的贷款利息，其具体偿还计划，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与企业双方自主协商、

合理确定。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cjd/202003/t20200303_1674399.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

息化部 财政部 

【发布时间】 

2020 年 3月 1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cjd/202003/t20200303_16743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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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 

【政策内容摘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

署，切实加强防控能力建设，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促进城市平稳有序运行，更好

服务市民生活，制定以下工作措施。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rmzc/202002/t20200203_

1622987.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3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rmzc/202002/t20200203_1622987.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rmzc/202002/t20200203_1622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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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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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内容摘录】 

停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为经营困难企业办理延期纳税；

补贴小微企业研发成本；缓解疫情造成的突出影响；进一步增加信贷投放；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提高融资便捷性；优化融资担保服务；加强创新型中

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实施援企稳岗政策；促进就业困难群体就业；保障企业正常安全

生产需求；加大政府采购和中小微企业购买产品服务支持力度；精心做好企业服务。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6_16254

93.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5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6_1625493.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6_16254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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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障企业有

序复工复产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把疫情防控作为北京当前头等大事来抓，强化企业复工

复产防疫工作，切实防范聚集性传播风险，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制定以下措施。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15_17068

57.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发布时间】 

2020 年 3月 16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15_1706857.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15_17068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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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财政局优化纳税营商环境 做好疫情防控政策问题解答 

【政策内容摘录】 

疫情防控相关税费减免、便利纳税政策。 

【详细内容链接】 

http://czj.beijing.gov.cn/ztlm/ztjsjf/jszcfg/ztjszc/202002/t20200206_

1625584.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市财政局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6 日 

  

http://czj.beijing.gov.cn/ztlm/ztjsjf/jszcfg/ztjszc/202002/t20200206_1625584.html
http://czj.beijing.gov.cn/ztlm/ztjsjf/jszcfg/ztjszc/202002/t20200206_16255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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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支持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落实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

源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在其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优先给予支持。疫情期间，本市政府

性担保机构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降低综合费率 0.5 个百分点；对疫情期间

提供生活服务保障的相关企业，担保费率降至 1.5%以下；对疫情防控相关企业，担保

费率降至 1%以下。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15_16322

72.html 

【政策类别】 

政策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市财政局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13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15_1632272.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15_16322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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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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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内容摘录】 

企业应当保障患病职工依法享有医疗期和病假工资；企业要妥善安置因疫情被隔

离人员和未及时返京复工人员；企业可以采取集中工作、集中休息方式保持正常生产

经营；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做好服务指导和监测处置工作。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ywdt/gzdt/t1614533.htm 

【政策类别】 

政策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发布时间】 

2020 年 1月 23 日 

  

http://www.beijing.gov.cn/ywdt/gzdt/t16145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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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我市社会保险经办工作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暂定将 1 月、2 月应缴社会保险费征收期延长至 3 月底，可根据疫情情况继续放

宽时限要求并向社会通告，延长期间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正常享受。疫情期间，用人单

位未按时办理职工参保登记、缴费等业务，允许疫情结束后补办，补办应在疫情解除

后三个月内完成，不收取滞纳金，不影响个人权益记录。 

【详细内容链接】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2/t20200201_1622239.html 

【政策类别】 

政策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发布时间】 

2020 年 1月 31 日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2/t20200201_16222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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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本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工作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企业应依法履行劳动合同，保障职工权益；本市将开设工伤待遇支付快捷通道；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窗口推广服务事项“不见面”办理；对疫情防治相关工作者给予工

作补助；技工院校建立“一校一策”重点防控方案；密切关注农民工节后返城情况。 

【详细内容链接】 

http://rsj.beijing.gov.cn/xxgk/gzdt/202002/t20200203_1624243.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3 日 

  

http://rsj.beijing.gov.cn/xxgk/gzdt/202002/t20200203_16242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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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税务局关于做好

北京市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工作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详细内容链接】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003/t20200308_1682583.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税务局 

【发布时间】 

2020 年 3月 8 日 

  

http://rsj.beijing.gov.cn/xxgk/zcwj/202003/t20200308_16825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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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稳定滞留湖北未返

京人员劳动关系有关措施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自 2020 年 3 月起，在本市正常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按照不

低于 3080 元/月标准发放滞留湖北人员生活保障的，可按照在京参保的滞留湖北人员

每人每月 1540元标准，申请享受临时性岗位补贴。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cjd/202003/t20200312_1697811.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 

【发布时间】 

2020 年 3月 11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cjd/202003/t20200312_1697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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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关于

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自 2020 年 2 月起，对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减半征收，减征期限 5 个

月。实施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减半征收期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划入标准不变，不影响

参保人员享受当期医保待遇，不影响个人权益记录。同时，职工个人缴费政策不变，

用人单位应依法履行单位缴费和代扣代缴个人缴费的义务。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cjd/202003/t20200305_1680786.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发布时间】 

2020 年 3月 4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cjd/202003/t20200305_16807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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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落实住房公积

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企业，可按规定申请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缓缴住房公积

金，缓缴期间缴存时间连续计算，不影响职工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27_16700

59.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26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27_1670059.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27_16700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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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在我市部分区开展市场主体登记告知承

诺制度试点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为持续优化首都营商环境，同时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疫情

防控期间市场主体登记“快捷办”、“自助办”,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自 2 月

15日起在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大兴、顺义、延庆七个区试点实行“市场主体

登记告知承诺制”。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cjd/202003/t20200310_1689328.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12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cjd/202003/t20200310_16893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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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停

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自 2月 5日起，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停征特种设备检验费。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6_16258

37.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6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6_1625837.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6_16258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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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停征本市

中小微企业城市道路占道费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按照市政府文件要求，减轻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帮助企业共渡难

关和稳定发展，在疫情期间对受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停征占道费。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8_16266

86.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7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8_1626686.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8_16266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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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商务局关于申报 2020 年度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项目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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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大力支持生

活性服务业企业复工复产、稳定经营，提高社区商业发展水平和生活必需品保障能力，

提升居民生活性服务业品质，现将申报 2020 年度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项目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03_16743

86.html 

【政策类别】 

政府扶持 

【发布单位】 

北京市商务局  

【发布时间】 

2020 年 3月 2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03_1674386.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03_16743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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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住房租

赁服务管理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

署，保障群众正常生活秩序，满足企业复产复工及群众住房租赁需求，从严从细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现就当前疫情防控期间住房租赁企业开展业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15_17063

24.html 

【政策类别】 

疫情防控 

【发布单位】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发布时间】 

2020 年 3月 13 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15_1706324.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15_17063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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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生活服务企业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政策内容摘录】 

疫情防控期间，每日采集员工动态信息并汇总登记。配备测温仪，对进入经营场

所的消费者测量体温。做好病毒防控宣传，提示消费者佩戴口罩。做好经营场所的消

毒、清洁和通风工作，对于消费者接触频繁的设施、设备要增加消毒频次。如遇客流

集中、人员过于密集时，应采取限流、疏导等措施。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h/redht/202002/20200202934342.shtml 

【政策类别】 

疫情防控 

【发布单位】 

商务部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6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h/redht/202002/202002029343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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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间餐饮服务单位经营服务指引(3.0) 

【政策内容摘录】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及有序复工复产工作部署，为

做好餐饮行业疫情防控，保护消费者与从业人员健康安全，满足市民生活服务需求，

制定本经营服务指引，适用于本市餐饮企业及其门店、单位食堂、网络餐饮服务第三

方平台等餐饮服务单位。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jcdc.org/article/61587/2020/3/1584165646973.html 

【政策类别】 

疫情防控 

【发布单位】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布时间】 

2020 年 3月 14 日 

 

  

http://www.bjcdc.org/article/61587/2020/3/15841656469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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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间家政服务人员防控指引（1.0版） 

【政策内容摘录】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家政服务人员是流动 性较高的群

体，根据目前对该疾病的认知，制定 9条指引。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jcdc.org/article/9999999999903/2020/01/202001309999999999

903.html 

【政策类别】 

疫情防控 

【发布单位】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布时间】 

2020 年 1月 30 日 

  

http://www.bjcdc.org/article/9999999999903/2020/01/202001309999999999903.html
http://www.bjcdc.org/article/9999999999903/2020/01/2020013099999999999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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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美发美容行业经营服务指引 

【政策内容摘录】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及有序复工复产工作部署，为

做好美发美容行业疫情防控，保护消费者与从业人员健康安全，满足市民生活服务需

求，制定本经营服务指引，适用于本市美发美容行业企业及其门店。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jcdc.org/article/61124/2020/2/1582247557041.html 

【政策类别】 

疫情防控 

【发布单位】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21 日 

  

http://www.bjcdc.org/article/61124/2020/2/15822475570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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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洗染行业经营服务指引 

【政策内容摘录】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及有序复工复产工作部

署，为做好洗染行业疫情防控，保护消费者与从业人员健康安全，满足市民生活需求，

制定本经营服务指引，适用于本市洗染行业企业及其门店。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jcdc.org/article/61151/2020/2/1582272721530.html 

【政策类别】 

疫情防控 

【发布单位】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21 日 

  

http://www.bjcdc.org/article/61151/2020/2/15822727215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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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摄影行业经营服务指引 

【政策内容摘录】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及有序复工复产工作部署，为

做好摄影行业疫情防控，保护消费者与从业人员健康安全，满足市民生活服务需求，

制定本经营服务指引，适用于本市摄影行业企业及其门店。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jcdc.org/article/61150/2020/2/1582272342680.html 

【政策类别】 

疫情防控 

【发布单位】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21 日 

  

http://www.bjcdc.org/article/61150/2020/2/15822723426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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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家电维修服务行业经营服务指引 

【政策内容摘录】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及有序复工复产工作部署，为

做好家电维修服务行业疫情防控，保护消费者与从业人员健康安全，满足市民生活需

求，制定本指引，适用于本市家电维修服务行业企业及其门店。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jcdc.org/article/61154/2020/2/1582273532647.html 

【政策类别】 

疫情防控 

【发布单位】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21 日 

  

http://www.bjcdc.org/article/61154/2020/2/15822735326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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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沐浴行业经营服务指引 

【政策内容摘录】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及有序复工复产工作部署，为

做好沐浴行业疫情防控，保护消费者与从业人员健康安全，满足市民生活服务需求，

制定本经营服务指引，适用于本市沐浴行业企业及其门店。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jcdc.org/article/61152/2020/2/1582273166354.html 

【政策类别】 

疫情防控 

【发布单位】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21 日 

  

http://www.bjcdc.org/article/61152/2020/2/15822731663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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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七小场所”经营防控指引（3.0 版） 

【政策内容摘录】 

结合“七小场所”规模小、数量多、分布广、流动性强的特点制定本指引。本指

引适用于小餐馆、小网吧、小旅馆、小浴室、小歌舞厅、小理发店、小便民店。其它

小型服务业可参照执行。 

【详细内容链接】 

http://www.bjcdc.org/article/61107/2020/2/1582199441744.html 

【政策类别】 

疫情防控 

【发布单位】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发布时间】 

2020 年 2月 20 日 

 

http://www.bjcdc.org/article/61107/2020/2/15821994417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