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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公务员线上学习疫情防控法规

广州邀请法律专家在新花城App上宣讲传染病防治法课程，超20万人收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昨日

下午，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

“暖企”行动新闻通气会，七个区的代表

及市社科院专家到场介绍举措，解读相

关政策。 其中，黄埔、增城均规定，对研

发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有效疫

苗或特效治疗药物，为抗击疫情作出突

出贡献的企业，最高奖励 1000 万元。

黄埔：企业抗疫贡献突出奖1000万

2月5日，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广州

高新区在全国国家级开发区中率先出

台“暖企8条”政策。 该区对提前复工生

产疫情防控应急保障物资的企业，给予

20万元一次性奖励，并按设备购置款的

80%予以补贴。 对2020年第一季度新入

统的生产性投产企业， 给予100万元一

次性奖励。 对在一季度实现两位数增长

的骨干工业企业， 给予最高500万元一

次性奖励。 对研发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有效疫苗或特效治疗药物，为抗

击疫情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给予1000

万元一次性奖励。

越秀：奖励生产应急保障物资企业

越秀区对生产防护口罩等疫情防

控应急保障物资的企业，给予奖励。 按

企业新购设备的总额给予50%补贴，最

高30万元。 对2019年批发业销售额超10

亿元以上、零售业销售额超3亿元、住宿

餐饮业营业额超1亿元以上、 其他营利

性服务业营收超5亿元以上且2020年上

半年增速保持20%以上的企业给予一次

性奖励20万元。

增城：区财政2亿元支持企业渡难关

增城区出台 《增城暖企稳企二十

条》 政策， 区财政拿出 2 亿元支持企

业渡过难关。 其中， 对列入政府采购

范围的疫情防控物资重点生产企业先

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 新购设备用

于扩大生产的， 按扣除省市补助后的

设备购置金额的 80%给予补贴。 除了

场地租金补贴， 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

业通过复产、 设备、 用工、 原料方面

最高可以补贴 400 万元。 对研发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有效疫苗或特效

治疗药物、 为抗击疫情作出突出贡献

的企业， 给予最高 1000 万元一次性奖

励。 对上一年研发经费支出额高于

（

含

） 100 万元的企业实施后补助， 补

助标准为研发投入的 3%， 最高 500 万

元。

花都：区属国企带头减租

花都区从租金减免、 税费减免、税

款延交三个方面减轻企业租金和税务

负担。 区属国企带头减免租金，免收注

册纳税在花都区的中小企业2个月房

租，建议业主

（房东 ）

为租户减免1个月

以上的租金。 对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

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企

业，花都将及时落实中小企业普惠性减

免税等政策。 中小企业因疫情影响造成

的资产损失，可依法在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 允许受疫情影响企业延交税款。

白云：“菜篮子”供应有贡献奖10万

白云区扶持对象面向白云区所有

的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

）。 其中，该区支

持白云金控加大融资担保力度，在疫情

防控期间，提供不低于10亿元白云区专

项融资担保额度，设置担保业务绿色通

道，原则上执行担保费率不超过1.0%。

对2月10日前复工复产生产防护口

罩等疫情防控应急保障物资贡献突出

的企业，白云区再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

励。 对在疫情期间保障“菜篮子”供应、

作出突出贡献的区内企业（

含农民合作

社

），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

南沙：不裁员少裁员企业有补贴

南沙区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

业， 按其上年度获得稳岗补贴金额的

50%给予资金配套支持。 企业新招用员

工并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的， 按照每人

500元给予企业一次性招用补贴， 每家

企业最高补贴50万元。 对2020年第一季

度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同比增加一定规

模的工业企业给予最高300万元的一次

性奖励。 对新投产工业企业给予一次性

10万元的奖励。

番禺：鼓励一批企业转产防护物资

番禺区在大力推行不见面审批、鼓

励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等7个方面继续加

大扶持力度。 其中，鼓励转产或扩产防

疫紧缺物资，一方面在全市范围内率先

辅导区内现有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复工

复产并支持其扩产，另一方面积极扶持

区内机械制造、滤材制造、服装、化妆品

等企业转产防疫物资。

对区内工业企业在省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月度内的用水

价格（

含污水处理费

）进行7.5折优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在传

染病防控防治工作中， 政府如何依法

行政、依法防控？ 公务员，特别是领导

干部如何依法履行职责？ 为贯彻落实

市委常委会的部署要求， 推进全市公

务员深入学习《传染病防治法》，促进

疫情防控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昨日下

午，由广州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市法宣办、市司法局主办，

广州日报、 新花城 App、 微社区 e 家

通、 天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承办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宣

讲课程，在新花城 App 进行了直播，共

吸引超过 20 万人次上线收听收看。

政府部门应及时公布信息

13 日下午， 在天河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 授课法律专家———广州市

律师协会会长、 国家一级律师邢益强

通过新花城 App 直播给全市公务员宣

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课程从立法精神、基本原则、防治

的主要措施、法律责任等角度，系统地

讲解传染病防治法及相关的法律法

规。值除讲解法律条文外，邢益强还结

合实际案例分析当前抗击疫情工作中

所存在的问题， 从法律的角度对广州

市依法防控疫情提出建议。

邢益强介绍，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

第 31 条、第 33 条、第 34 条、第 35 条、

第 36 条、 第 38 条等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

病病人时， 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 包括动物防疫机构和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都应及时、定期公布传染病疫

情信息。

迟报谎报瞒报漏报都要追责

公职人员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情

形有哪些？ 邢益强介绍，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 拒绝或者拖延执行突发事件的

决定、命令；迟报、谎报、瞒报、漏报信

息； 玩忽职守导致突发事件发生或者

危害扩大；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

私分应急专项资金、物资；采取违法手

段歪曲、掩盖事实逃避法律追究，或者

包庇对突发事件负有责任的单位或者

个人。

此外， 邢益强介绍， 传染病防治

法第 41 条规定， 对已经发生甲类传

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

区域的人员， 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 ，

“但是要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 否则

不行。”

同时， 在隔离期间， 实施隔离

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

供生活保障； 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

的， 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付其隔离期

间的工作报酬。

根据新花城 App 的数据显示，昨

日，全市共有超过 20 万人收看直播。

为帮助市民了解防疫知识，广州市文

明办将携手广州日报、新花城App、微社区

e家通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防疫行动"志

愿者网上直播课程活动，邀请权威专家解

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问。

本期直播将邀请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感染内科及肝病中心副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彭

劼

医生和主管护

师、护理学学士、澳洲弗林德斯大学医院

管理硕士研究生，南方医院眼科护士长的

杨娟，线上分享，教街坊做好居家隔离“自

我防护”的相关措施，以及正确使用消毒

用品。

广州举行“暖企”行动新闻通气会，七区解读“暖企”政策

企业抗疫贡献突出最高奖1000万元

邢益强通

过 直 播 讲 解

《传 染 病 防 治

法 》 及相关的

法律法规。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直播预告

新时代文明实践“防疫进行时”第四场

宅在家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直播时间：

2 月 15 日

（本周六）

下午 3 点

直播内容：

居家隔离与防护

直播平台：

新花城 App、微社区

e 家通微信矩阵

主办单位：

广州市文明办

承办单位：

天河区文明办、广州

日报、新花城、微社区 e 家通、天河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协办单位：

广州市居民健康管

理协会、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微社区

e

家通记者 韩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