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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生产复工类 

一、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关于印发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的通知 

 

发布机关：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发布文号：国发明电〔2020〕4号 

发布日期：2020.02.21 

生效日期：2020.02.21 

时效性：现行有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已经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2020 年 2月 21日 

 

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为指导落实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求，推动企事业单位稳步有序复工复产，

特制定本指南。 

   

一、加强员工健康监测 

  （一）做好员工健康管理。各单位要切实掌握员工流动情况，按照当地要求分区分类

进行健康管理，对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员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处在隔离期

间和入住集体宿舍的员工，应每日进行 2次体温检测。及时掌握缺勤人员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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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行健康状况报告。各单位要设立可疑症状报告电话，员工出现发热、呼吸道

症状时，要及时向本单位如实报告。要每天汇总员工健康状况，向当地疾控部门报告，发

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二、做好工作场所防控 

  （三）加强进出人员登记管理。各单位要指派专人对进出单位和宿舍的所有通道进行

严格管理。使用指纹考勤机的单位应暂时停用，改用其他方式对进出人员进行登记。员工

每次进入单位或厂区时，应在入口处检测体温，体温正常方可进入。要尽量减少非本单位

人员进入，确因工作需要的，应检测体温，并询问来源地、工作单位、接触疫情发生地区

人员等情况，符合要求方可进入。 

  （四）保持工作场所通风换气。各单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首选自然通风，如室温因通

风有所降低，应提醒工作人员适当加衣保暖。如使用空调，应当确保供风安全充足，所有

排风直接排到室外，不使用空调时应当关闭回风通道。 

  （五）保障洗手等设施正常运行。工作场所应设置洗手设备，洗手、喷淋设施应保持

正常运行。如无洗手设备，应配备免洗消毒用品。 

  （六）做好工作和生活场所清洁消毒。工作场所、食堂、电梯、卫生间、洗手池、通

勤工具等公共区域及相关物品，应由专人负责定期消毒。电梯按钮、门把手等频繁接触部

位应适当增加消毒次数。 

  （七）减少员工聚集和集体活动。引导员工在使用通道、电梯、楼梯、吸烟区时有序

排队，保持适当间距，吸烟时不与他人交谈。减少召开会议，需要开的会议要缩短时间、

控制规模，保持会议室空气流通，提倡召开视频或电话会议。员工集体宿舍原则上每间不

超过 6人，人均不少于 2.5 平方米。根据实际情况可采取错时上下班、弹性工作制或居家

办公方式。 

  （八）加强员工集体用餐管理。适当延长食堂供餐时间，实行错峰就餐，有条件时使

用餐盒、分散用餐。要加强循环使用餐具清洁消毒，不具备消毒条件的要使用一次性餐

具。员工用餐时应避免面对面就坐，不与他人交谈。 

  （九）做好医务服务。设立医务室的单位要调配必要的药物和防护物资，配合疾控部

门规范开展隔离观察与追踪管理。未设立医务室的单位应当就近与医疗机构建立联系，确

保员工及时得到救治或医疗服务。关心关爱员工心理健康，及时疏解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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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规范垃圾收集处理。在公共区域设置口罩专用回收箱，加强垃圾箱清洁，定期

进行消毒处理。加强垃圾分类管理，及时收集并清运。 

   

三、指导员工个人防护 

  （十一）强化防控宣传教育。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复工复产后疫情防治知识科普宣传，

使员工充分了解防治知识、掌握防护要点、增强防护意识、支持配合防控工作。 

  （十二）落实个人防护要求。员工要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免去人群聚集尤其是空气流

动性差的场所。在人员密集场所应按照《不同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口罩选择和使用

技术指引》要求，正确佩戴口罩等防护用品。养成勤洗手习惯，打喷嚏或咳嗽时要用纸

巾、手绢、衣袖等遮挡，倡导合理膳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等健康生活方式。 

   

四、做好异常情况处置 

  （十三）明确单位防控责任。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要建立单位

内部疫情防控组织体系，明确疫情防控应急措施和处置流程，把防控责任落实到部门和个

人。 

  （十四）设立隔离观察区域。当员工出现可疑症状时，及时到该区域进行暂时隔离，

并报告当地疾控部门，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安排员工就近就医。 

  （十五）封闭相关区域并进行消毒。发现可疑症状员工后，立即隔离其工作岗位和宿

舍，并根据医学观察情况进一步封闭其所在的办公室、车间等办公单元以及员工宿舍楼等

生活场所，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同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对其活动场所及使用物品进行消

毒。配合有关方面做好密切接触者防控措施。 

（十六）做好发现病例后的应对处置。已发现病例的单位，要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

出的防控策略，加强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疫点消毒等工作。疫情播

散的单位，要实施内防蔓延、外防输出的防控策略，根据疫情严重程度，暂时关闭工作场

所，待疫情得到控制后再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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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发展改革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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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机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文号: 发改价格〔2020〕257 号 

发文日期: 2020.02.22 

生效日期: 2020.02.22 

时效性：现行有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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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降低企业用气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共渡难关，现就阶段性降低非居民用气成本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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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化肥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的行业给予更大价格优惠。鼓励天然气生产经营企

业充分考虑疫情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对化肥等涉农生产且受疫情影响大的行业给予更加优

惠的供气价格。 

 

   三、及时降低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抓紧工作，根据上

游企业降价情况，及时降低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切实将门站环节降价空间全部传导

至终端用户。加强跟踪调查，及时发现并解决政策落实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确保平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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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鼓励各地通过加强省内管道运输和配气价格监管等方式，进一步降低天然气终端销售

价格，释放更多降价红利。 

 

   四、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稳定。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加强生产组织和供需

衔接，保障下游企业用气需要，保持市场平稳运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充分考虑疫情

对下游企业生产运营的影响，按照实际供气量进行结算。 

 

   五、加强宣传解释。各地要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宣传，准确解读阶段性降低企业用气成本

政策，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增强企业信心。 

 

   六、实施时间。上述措施有效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0 年 2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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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发布机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文号: 发改价格〔2020〕258 号 

发文日期: 2020.02.22 

生效日期: 2020.02.22 

时效性：现行有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共渡难关，现就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价范围 

  此次降电价范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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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降价措施 

  自 2020 年 2月 1日起至 6月 30 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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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进一步明确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执行时间 

  2020 年 2 月 7 日，我委出台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采取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 降低企

业用电成本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20〕110 号），进一步明确执行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四、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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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结合当地情况，指导电网企业切实抓好政策落

实，加强跟踪调度，及时发现解决政策落实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确保政策平稳实施。同

时，要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宣传、准确解读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增强企业信心。 

  （二）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加强商业综合体、产业园

区、写字楼等转供电环节收费行为监管，确保降电价红利及时足额传导到终端用户，增加

企业获得感。 

  （三）电网企业要积极主动向用户做好政策宣传告知，明确降价范围对应的用户，妥善

做好政策执行时间追溯，尽快将政策执行到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0 年 2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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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做好 2020 年春耕化肥生产供

应工作的通知 

发布机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文号: 发改电〔2020〕394 号 

发文日期: 2020.02.17 

生效日期: 2020.02.17 

时效性：现行有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局）、公安厅

（局）、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交通运输厅（局）、农业农村厅

（局）、商务厅（局）、卫生健康委、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海关总署各直属海关、市场

监督管理局、能源局，供销合作社，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农业发展银行各分支机构，各有

关行业协会，各有关企业： 

   2020 年春耕即将自南向北陆续展开，而近期国内化肥生产流通因新冠肺炎疫情受到一

定影响。为不误农时抓好春耕备肥，切实保障化肥等农资生产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快化肥生产企业复工复产 

    化肥行业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各地要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

精神，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有力有序有效推动化肥及其原辅料生产企业复工复产，

重点支持磷复肥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努力增加春耕前化肥产量。国家能源集团、中煤集

团、陕煤集团等煤炭生产企业要在块煤、烟煤等原料供应方面，向煤制化肥生产企业倾

斜。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天然气生产企业要在保障民生用气前提下，重点保障气制

化肥生产企业用气需求。鼓励供煤供气企业与化肥生产企业签订中长期协议，严禁以各种

理由不履行协议，严禁在协议约定以外收取不合理费用。对化肥生产企业复工复产中的用

工短缺问题，要积极协助技术人员返工返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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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障化肥等农资及原辅料运输畅通 

    我国化肥产销具有生产集中、使用分散的特点，在当前疫情防控情况下，化肥生产原

辅料、产成品运输及配送面临较大困难。各地交通运输、公安交管部门要切实保障农业生

产急需的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以及生产化肥所需煤炭、磷矿石、硫磺、包装袋等原

辅料运输通畅，确保优先便捷通行。铁路部门要组织安排运力，优先保障山西、新疆、内

蒙古等氮肥主产地，云南、贵州等磷肥主产地，青海、新疆等钾肥主产地化肥，以及煤炭

等化肥生产所需原料外运需要，必要时启动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机制。对于已到站但无法及

时卸载的化肥等农资，协商减免延时费、滞纳金、仓储费等相关费用。 

    三、做好储备和进出口调节 

    发挥好储备吞吐调节作用，对国家已安排的化肥淡季商业储备，各承储企业要提前将

储备化肥调运至销区基层网点，春耕用肥旺季到来后要及时销售，努力满足春耕集中用肥

需要。各省级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方面加强对本地区国家化肥淡储任务的督促落实，指

导各承储企业及时足量投放。已建立地方化肥淡季商业储备的地区，要切实发挥好储备保

春耕作用。中农集团、中化集团要发挥好钾肥储备的作用，根据化肥市场形势及时投放。

各地海关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对进出口化肥质量进行检验，各化肥行业协会要引导化肥生

产流通企业将国产化肥集中供应国内市场，相关化肥贸易企业要根据国内市场肥种余缺情

况组织好化肥进口，保障春耕用肥需要。 

    四、发挥农资流通主渠道作用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各地要支持化肥流通企业及基层农资经营网点复工营业。

针对农资流通环节备肥日益减少、农民随用随买的现状，供销合作社系统要充分发挥农资

流通主渠道作用，抓紧对接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生产企业货源，重点地区要高于往年

一定数量购肥备肥，并利用农资销售网络点多、面广的优势，尽快将货物运送到基层零售

网点，满足春耕期间农民就近购买农资的需要。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农

资流通骨干企业加大购肥备肥力度，帮助巩固并拓展农资销售网络，对接基层农资零售网

点，加快充实乡村一级农资库存；指导大型农资电商平台建立健全线下农资配送网络，帮

助传统农资经销商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现代服务商转型，在方便农民购买农资的同时，

提供农业生产综合服务。各地供销、邮政和骨干农资企业，要建立乡村农资应急配送机

制，保障农资即时配送，打通农资流通“最后一公里”。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疫情防控相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汇编 

 

11 
 

    五、加大金融和农化服务支持 

    人民银行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工具，支持金融机构对包括化肥生产流通企业在内的涉

农行业扩大信贷投放。商业银行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提高审贷效率，改善金融服务。农

业发展银行要结合职能定位，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对国家化肥淡储承储企业择优提

供信贷支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向农民普及科学施肥知识，提供选

肥、用肥指导，倡导使用环保、高效新型肥料，普及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大力发展专

业农化服务组织，引导农民合理用肥、高效施肥，降低用肥成本。 

    六、加强农资市场监测监管 

    各地发展改革、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加强对化肥等农资市场供应和价格情况的监测分

析，对价格异动要及时预警，各有关方面要通力协作，及时采取措施。各地农业农村、市

场监管等部门要结合春季农资打假工作，依法严肃查处掺杂使假、偷换养分、虚标含量以

及价格欺诈、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维护正常

流通秩序。充分发挥好 12315 等投诉举报电话作用，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鼓励社会各界

积极参与农资打假工作，切实维护企业和农民合法权益。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保障春

耕期间化肥供应和价格稳定关系到全年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和农民稳定增收，对实现今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意义重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一手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一手抓春耕农业生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的有关部署和要求，及时协调解决化肥生产供应中的重大问题，扎扎实实做好春耕化

肥等农资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湖北省要集中精力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后期可根据

疫情防控工作进展，稳妥有序做好春耕化肥等农资生产供应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  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能源局  供销合作总社国铁集团    农业发展银行 

2020 年 2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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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人力管理类 

五、市人社局关于调整人力资源服务活动的通知 

发布机构: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发布文号: 津人社办发〔2020〕12 号  

发文日期: 2020.01.28 

生效日期：2020.01.28 

时效性：现行有效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国北方人才市场，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为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总体部署，落实人社部有关通知要求，避免人员聚集增大交叉感染风险，全力保障广大

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结合我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现就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人力资源服务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做好人力资源服务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暂停举办大型现场招聘、人力资源论坛、讲座、报告会以及面向社会

的培训等活动，暂停组织我市企事业单位赴外省市参加现场招聘活动。已在筹备阶段的应

立即取消或延后，并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提前发布相关公告，做好告知、解释、

引导等工作。要将招聘活动由线下转向线上，大力推广网上招聘、远程面试等线上服务，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实现人岗精准匹配。 

 

二、开展好“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 

疫情防控期间，暂停举办“2020 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现场招聘会和跨地区劳务协

作活动。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天津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网站（www.cnthr.com）“2020 春

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专栏，查询全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归集的就业岗位信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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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应聘。各区人社局、各单位要继续收集企业用工需求信息，通过中国天津人力资源开

发服务中心网站专栏、各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网站和微信等渠道集中发布，大力推广

网上招聘、远程面试，做到“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为广大求职者和企业

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满足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求职需要。 

请各区人社局做好相关工作，将本通知要求立即传达到本辖区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在工作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与市人社局联系。 

 

联系人：人才开发处（人力资源市场处）  马永权  

联系电话：83218238、23312010（传真） 

 

就业促进处   马俊杰    

联系电话：83218157、23306559（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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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人社局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办理公共就业服务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布机构: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发布文号: 津人社办发〔2020〕15 号  

发文日期: 2020.01.30 

生效日期: 2020.01.30 

时效性：现行有效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决策部

署，根据人社部有关工作要求，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各类公共就业服务事项，各区要积极

引导企业和个人通过网上办理，或通过视频、公共邮箱、邮寄等多种方式为企业和个人提

供服务，切实减少人员聚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现就疫情防控期间办理公共就业服务事

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就失业登记和退工备案 

    各区人社部门和相关单位要积极引导企业登陆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

网上办事大厅（http://hrss.tj.gov.cn）为招用职工办理就业登记。对灵活就业人员和不

能网上办理就业登记的企业，可通过电子传真、视频照片、邮寄等方式受理申请，办理就

业登记。对个人进行失业登记的，可通过电话、公共电子邮箱等方式受理登记申请，并与

金保二期就业和参保信息进行数据对比后，电话反馈登记结果。对企业申请办理退工备案

的，优先采取网上办理，确实不能网上办理的，采取传真、邮寄、公共邮箱等方式受理企

业办理申请。 

     

二、关于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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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者申请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实行承诺制办理。各街道、社区工作站可通过电话、微

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受理个人申请和提交相关材料，通过大数据对比、电话访谈等形式进

行调查核实，审核认定结果及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反馈申请人。 

     

三、关于职业介绍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全面暂停举办“2020 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现场招聘会、跨地区劳

务协作等各类现场职业介绍服务活动。各区人社部门和相关单位要通过电话、微信、网络

等形式，收集企业用工需求信息，通过网站或微信招聘共享平台等渠道集中发布，为广大

求职者和企业提供公共就业服务。要大力开展线上职业介绍服务，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提供有效就业帮扶，积极推广网上招聘、远程面试等线上服务，促进

人岗精准匹配。 

     

四、关于就业补贴资金申领 

    对各类企业和个人的岗位补贴、社保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创业房租补贴、失业人员

一次性创业补贴等补贴申请，各区人社部门可通过电子邮箱、微信、邮寄等形式受理，审

核后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及时告知结果，并按时拨付补贴资金。 

 

五、关于日常监督管理 

    对就业见习基地、大学生孵化基地以及各项补贴资金日常监管等需要入户走访或现场

核实的事项，各区要主动加强与相关用人单位和创业企业的对接联系，通过电话问询、微

信视频、大数据对比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 

 

六、有关事宜 

    各区人社部门、有关单位要主动公布各项公共就业服务事项的经办联系人、联系电

话、公共电子邮箱、信函邮寄地址和网上办理事项的服务网站，积极引导企业和个人通过

线上渠道或其他非现场途径办理各项就业服务业务。要减少窗口现场办理事项和纸介质要

件，对确需留存的纸质材料，按照承诺制和容缺后补原则，待疫情消除后再提交归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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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相关单位对办理公共就业服务的窗口，要按要求做好消毒、通风和人员防护工作，确

保公共就业服务事项安全有序开展。 

 

2020 年 1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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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市人社局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做好工伤保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布机构: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发布文号: 津人社办发〔2020〕18 号 

发文日期: 2020.02.01 

生效日期: 2020.02.01 

时效性：现行有效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海河教育园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各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有关单位： 

 

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批示精

神，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会议部署，根据《天津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急预

案》一级响应要求，结合我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现就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工伤认定、劳动

能力鉴定和待遇支付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全力保障工伤职工工伤权益和生命安全 

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动建

立实施联动机制，畅通信息渠道，密切关注参与疫情预防和救治工作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的医护和相关工作人员情况，把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工伤职工及相关工作人员工伤权益

作为工伤保险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积极推动工伤保险事项不见面办理 

用人单位应严格履行工伤事故 24 小时报告制度，疫情防控期间应通过电话、电子邮件

方式及时向区人社局报备。疫情防控期间提出工伤认定、工伤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的，可通

过市人社局官网的社会保险单位网上业务经办大厅申报，申报资料的电子扫描版发送至区

人社局电子邮箱；或经电话确认后，直接将申报资料的纸质版通过 EMS 寄送至区人社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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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址（见附件 1）。提出待遇支付申请的，经电话与社保分中心确认后，直接将申报资

料的纸质版通过 EMS寄送至社保分中心办公地址（见附件 2）。 

区人社部门应在收到网上申请后 48小时内完成系统审核，并在收到申报资料（含电子

扫描版和纸质版）后 48小时内电话反馈用人单位。疫情防控期间，区人社局、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作出的工伤认定、工伤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等文书，应通过邮寄方式送达。 

 

三、开辟工伤认定绿色通道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应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

条第（七）项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申请时限以医疗机构诊断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的时间为起算时间。对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事实清

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原则上当日申报当日受理当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其中，因疫情影

响无法及时提供申报材料的，用人单位承诺后可“容缺后补”。 

对于须进行现场调查的，原则上应采取电话、视频等不直接见面接触方式核实，并保

存好调查核实证据资料。因疫情影响不能按期补正申请（证据）材料或履行举证责任的，

用人单位可通过电子邮件或 EMS 方式申请延期，经审核属实的，可以适当延长补正和举证

时间。 

 

四、保障工伤劳动能力鉴定期间相关待遇 

自即日起暂停组织工伤劳动能力鉴定（以下简称“鉴定”），恢复鉴定时间视疫情防

控情况另行公布。对于伤情复杂严重、生命体征不稳定的工伤人员，必要时，可采取上门

鉴定等方式并做好防护工作。疫情防控前或疫情防控期间受理鉴定申请，未进行现场鉴定

的，应在公布恢复鉴定时间后尽快组织鉴定，作出鉴定结论的时限相应顺延。对于因疫情

影响不能按期补正申请材料的，申请人应当自公布恢复鉴定时间后 15日内提交补正的纸质

材料。 

对于停工留薪期到期终止（累计达到 24个月停工留薪期的人员除外）向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提出争议确认或延长停工留薪期确认申请，疫情防控前或疫情防控期间受理申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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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进行现场鉴定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至鉴定结论作出之日期间，继续由用人单位向该工伤

职工支付停工留薪期待遇。 

对于提出伤残等级鉴定申请（含再次鉴定），疫情防控前或疫情防控期间受理申请但

未进行现场鉴定的，在恢复鉴定后鉴定结论为一至四级伤残的工伤职工，其伤残津贴自受

理申请次月起，参加工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

付。其中，因停工留薪期满申请伤残等级初次鉴定的工伤职工，确因伤情不能工作的，暂

由用人单位支付生活津贴，其标准不低于因病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伤残津贴核定发放到

位后，工伤职工应归还用人单位先期支付的生活津贴。 

 

五、扩大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已参加工伤保险的，其医疗救治不限定

于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其救治时使用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

疗方案》（以最新版为准）所涵盖的药品和诊疗项目以及使用有关住院服务设施费用，临

时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保障上述人员在感染及治疗期间的工伤医疗待遇。 

 

六、大力提升社保经办服务 

加强工伤保险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支付信息对接，用人单位在办理工伤登记

时，不再填报《工伤人员信息采集表》。社保分中心在办理工伤登记、开具住院资格确认

书、工伤就医登记、伤残和工亡待遇核定等相关业务时，可通过电话、微信或公共邮箱等

方式主动采集信息，及时办理。对垫付工伤医疗费的，用人单位可采取邮寄方式进行申

报，社保分中心收到相应材料后，及时审核拨付。各社保分中心要加快对参与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伤职工伤残、工亡等工伤待遇核定，实行社会化发放。 

七、暂停开展工伤预防线下培训工作 

自即日起，经市工伤预防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的 2019、2020 年工伤预防培训项目暂停开

展，课程安排顺延，恢复时间视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 

各区人社部门及社保经办机构应加强与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信息共享，通力合作、协

调联动，共同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工伤保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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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天津市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地址、联系方式

和电子邮箱 

2．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各分中心办公地址和联系方式  

 

2020 年 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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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天津市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地址、联系方式和电子邮

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办公地址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滨

海

新

区 

 大连东道 1060 号 65306751 bhxqrsjsbc@126.com 

塘沽 塘沽于家堡融和路 681 号宝策大厦 66270921 tgldj2006@126.com 

汉沽 汉沽四纬路与一经路交口 25669300 438845986@qq.com 

大港 大港育秀街 71-2 号 63109018 dgldjgsk@126.com 

开发区 宏达街 19号 A区 5层 25201238 shbzck@163.com 

保税区 西三道 166 号 2号大厅 84906299 bsgs6299@163.com 

高新区 日新道 188 号 84806552 gxqlfzx@163.com 

和平区 南马路 11号 27267621 tjhpgsbx@126.com 

河西区 澧水道 14号 28275540 hxrsjgsk@163.com 

南开区 红旗南路 263 号 87875308 nkrsybgs@163.com 

河东区 王串场一号路与华昌街交口 60567923 hdybk@163.com 

河北区 榆关道 388 号 26242841 cjyx26242841@126.com 

红桥区 育苗路 6号 86516685 hqylbxk@163.com 

东丽区 先锋东路 30 号 24961492 sunzyc@qq.com 

西青区 九川道中北科技产业园二区 27393569 492722112@qq.com 

津南区 南环路 29号 28563109 jngsbxk@163.com 

北辰区 京津公路北辰大厦 1座 2楼 26391270-2017 bcgsbxk@163.com 

武清区 雍阳西道 106 号 29324408 ljsgxu@163.com 

宝坻区 开元路与广阳路交口 29241982 bdldjgsk@126.com 

宁河区 五纬路增 1号 69592396 nhgsbxk@163.com 

静海区 广海道 9号 28940650 jhqrsjgsk@163.com 

蓟州区 西大街 39号 82862054 dudaoban2014@sina.com 

海教园 新慧路 45号 88977677 haihelfzx@163.com 

市劳鉴会 
南开区怀安环路 80号 

（南开中医院内） 
23390422 tjlfgsj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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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各分中心 

办公地址和联系方式 

 

 

 经办机构（社保分中心） 

办公地址 办公电话 

塘沽 和平北路 30 号 25863698 

汉沽 国家庄街 6号 25660089 

大港 万欣街 60号 63378490 

开发区 第三大街广场东路 20 号 66370768-8308 

保税区 西三道 166 号 C区一楼 2号大厅 84906477 

高新区 开华道 20号行政许可中心 83715662 

和平区 新兴路天赐园 8号楼底商 27825003-4 

河西区 隆昌路 58号 88271212 

南开区 咸阳路 81号 27686910 

河东区 八纬路 103 号 24237632 

河北区 东六经路 28 号 26292961 

红桥区 湘潭道 1号 87702792 

东丽区 先锋东路 30 号 24974473 

西青区 西青中北科技产业园二区一号楼 27912927 

津南区 南环路 29号 28395245 

北辰区 京津公路北辰大厦 A座 3楼 26835925 

武清区 新城前进道 1120 辅道 1120 号 29340084 

宝坻区 开元路与广阳路交口西侧 29998810 

宁河区 金翠路与金华路交口南侧 69116205 

静海区 和山路增 1号 28919138 

蓟州区 西大街 39号 227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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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市人社局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失业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  

发布机构: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发布文号: 津人社办发〔2020〕16 号  

发文日期: 2020.01.30 

生效日期: 2020.01.30 

时效性：现行有效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单位： 

按照《天津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应急预案》，自 2020 年 1月 24 日

零时起，我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为降低疫情传播风险，保障群众健

康，现就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保险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行网上办理 

（一）失业保险待遇核定。各区可通过电子邮件、微信、传真、邮寄等方式受理业

务，相关要件及办理结果通过照片或扫描件形式发送，同时进行电话反馈。2005 年 10月

前参保且 2005 年 10月后未享受过失业保险待遇人员的待遇核定工作，以及因用人单位延

长假期等原因暂时无法加盖公章等情况，实行容缺后补。 

（二）失业保险金申领。疫情防控期间不实行现场签到，鼓励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通

过天津人力社保 APP进行首次申领和按月申领。2月 25日后，各区要通过电话、微信、短

信等方式对未申领人员逐一核实情况，在此基础上确认发放 3月份失业保险金。 

（三）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引导用人单位或参保职工通过天津政务网“网上办事

大厅”提交稳岗返还及学历、技能、职称提升补贴申请，或通过电子邮件、微信、传真、

邮寄等方式申请。 

 

二、延长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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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失业保险金核定、失业保险金首次申领、失业人员实现自谋职业和就业困难人员

实现灵活就业后领取剩余期限失业保险金、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失业人员丧葬费及其供养直

系亲属救济费、自谋职业补贴等业务，在疫情防控期间暂在原规定时限基础上增加 60天。 

办理稳岗返还、稳岗补贴、大龄职工稳定劳动关系社保补贴、继续教育培训补贴以及

学历、技能、职称提升补贴，申请期限在疫情防控期间暂延长 2个月。用人单位和参保职

工确因特殊情况，可能超过申请期限且无法通过网络提交申请的，可通过电子邮件、传真

等方式进行预登记，登记时间视为申请时间。 

 

三、提高服务水平 

（一）转变工作方式。疫情防控期间，失业保险金封存、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退

役军人失业保险缴费年限认定、数据修改等各项业务，均通过电子邮件、微信、传真、邮

寄等方式办理。 

（二）增加服务供给。加快推进失业保险金刷脸申领、援企稳岗政策网上经办，实现

网上办、一次办、马上办。用人单位和个人需要《失业保险金期限核定表》等材料原件

的，待疫情结束后按通知领取，或由人社部门通过 EMS 等方式邮寄。 

（三）强化风险防控。疫情防控期间，要继续做好失业保险金申领信息与民政、卫生

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数据的后台比对。需要个人办理退费的，要与银行做好业务衔接，

通过网银等电子支付形式办理，通过电子形式传送退款凭证、已退还证明等凭证，并与财

务部门做好对接，在保障好群众公共卫生安全的前提下保障好基金安全。 

（四）加大宣传力度。各区、各单位要围绕刷脸申领、网上办事、操作流程等内容，

于 2月 5日前制定疫情防控期间办事指南，并通过社区张贴、网络发布、信息推送等不见

面方式宣传到位，做到用人单位办事人员和失业人员“应知尽知”。要公布热线电话，及

时提供咨询、引导服务，切实提高群众对失业保险经办服务的满意度。 

2020 年 1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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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建设工程类 

九、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贯彻落实津政办发〔2020〕1 号

文件精神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应急工程建设有关措施的函 

发布机构: 天津市住房的城乡建设委员会  

发文日期: 2020.02.10 

生效日期: 2020.02.10 

时效性：现行有效 

 

各区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津政办发〔2020〕1

号）文件精神，全力以赴支持疫情防控相关应急工程建设，推动项目顺利高效实施，确保

工程质量，强化项目服务，经我委研究，现就有关支持措施函告如下： 

     

一、全力支持防控疫情应急工程项目（以下简称防疫工程）。主要包括新建、改建、

扩建的集中收治患者的临时医院；应疫情需要，对现有医院、医疗机构的建筑进行结构性

改造工程，对宾馆、体育场馆、展览馆等临时征用建筑进行结构性改造工程；用于生产、

储存防疫设备、用品的厂房、仓库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具体项目由市防控工作指挥

部和各区人民政府进行确定，并纳入项目绿色通道。 

    凡是对现有医院、宾馆、体育场馆及展览馆等场所，通过增加医疗及生活设施达到防

疫使用要求，不涉及对建筑本身结构进行改造的，不纳入工程建设项目管理。 

     

二、直接确定项目建设单位。防疫工程建设项目由市防控工作指挥部或区人民政府指

定项目的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对工程项目实施负总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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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于项目公开招标。按照特事特办、马上就办的原则，项目建设单位按照抢险工

程要求，对防疫工程可通过不公开招标方式，选择与项目实际相适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和施

工单位，尽可能采取工程总承包模式（设计和施工一体化）。  

 

四、采用设计质量信用承诺制。承担防疫工程勘察设计的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地

方相关标准进行勘察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文件）要由本单位法定代表人、项目

负责人签字承诺对勘察设计质量负责，以上项目免于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文件）审

查。 

     

五、无需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按照先开工建设，后补办手续的原则，市防控工作指挥

部和各区人民政府根据项目实际需要和准备情况，即可下达项目开工令。 

     

六、严格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 

    施工单位要对现场的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负责，要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所选用的

材料、设备要符合标准。要求施工单位的技术负责人，直接负责工程的质量和安全管控。 

    建设单位可根据实际委托监理单位，落实旁站监理。 

    市、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部门，按照开工令，对防疫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过

程进行质量、安全的驻场监督，确保质量，确保安全。 

     

七、做好建筑消防工作。市、区住建部门会同相关专业部门共同做好现场消防指导。 

八、简化验收程序。工程完工后，由项目建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使

用单位共同对该项目进行验收和交接，验收合格即可投入使用。市、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执法部门对验收过程进行监督，在完成验收后出具监督报告。 

九、后补相关建设手续。对不涉及新增用地及规划调整，并作为永久保留的防疫工

程，在疫情解除三个月内补办相关手续。由项目建设单位收集、整理建设项目各环节完整

的文件资料（包括项目决策依据、设计图纸、施工资料、质量安全监督资料等），在达到

竣工验收备案标准后，向市、区住建部门直接申请办理竣工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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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有序做好全市住房城乡建设领

域春节后建设工地开复工人员 错峰返津工作的通知 

发布机构: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发文日期: 2020.02.11 

生效日期: 2020.02.10 

时效性：现行有效 

 

市住房城乡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各区住建委、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

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根据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以下

简称“市防控指挥部”）印发的《关于印发＜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做好错峰返程运输的工作

措施＞的通知》（津新冠防指〔2020〕29 号）和市交通运输委印发的《市交通运输委关于

印发落实错峰返程运输工作部署的工作方案的通知》（附件 1）的要求，有序推动春节后

我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和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开复工，切实做好人

员错峰返津疫情防控，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合理安排建设项目开复工计划 

    按照市防控指挥部统一要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各相关单位要按照分类有序的原则，

合理安排好市管、区管建设项目开复工计划准备工作：对涉及重要国计民生重大建设项

目、市级重点建设项目等，建设单位应会同施工总承包单位积极主动、全力以赴筹备复工

计划，创造复工条件，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做好复工准备。市住房城乡建设综合行

政执法总队（以下简称“市总队”）和各区住建委应主动作为，主动为上述建设项目复工

做好服务，积极协助企业解决困难，尽力创造复工条件；对其他建设项目，市总队和各区

住建委要指导建设单位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复工计划，做好复工准

备，一旦疫情缓解，按照全市统一安排，能够第一时间全面开复工。 

       

二、严格建设项目开复工审批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疫情防控相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汇编 

 

28 
 

    建设项目开复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参建各方根据各自职责，严格按照市防控指挥部

开复工条件进行全面自查合格后，由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共同向市总队或各区住建

委提出开复工申请,认真填写《春节后建设项目开复工申报核准表》（附件 2），经市总队

或各区住建委核准同意后方可开复工，相关检查内容存档备查。市总队和各区住建委应按

照开复工条件对申请开复工的建设项目进行严格审核，合格一个核准一个。凡是达不到开

复工条件的，坚决不允许开复工。 

    经核准可以开复工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要区分轻重缓急、统筹协

调，分期、分批、分类错峰安排外地人员返津。疫情期间，自 2月 12 日起每日下午 6 点

前，市总队、各区住建委将当天核准情况《每天开复工项目统计表》（附件 3）通过住建

委质量安全微信群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当日未报的视为零报告。 

        

三、全面排查掌握返津人员精准信息 

    各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要向返津人员宣讲错峰返津政策，组织建设项目参建

各方做好本企业“来津人员信息登记” 全市二维码系统（附件 4）统计和个人返津防疫情

况登记表（附件 5）填报工作，全面掌握人员数量、抵津时间、抵津地点、选择的交通方

式等大数据信息。二维码信息统一由公安部门管理，个人返津防疫情况登记表由本单位存

档备查，并第一时间报属地卫生防疫部门备案。目前在湖北省居住、居留人员暂时停止返

津返岗。 

     

四、开通重点群体直达班车 

    经核准开复工的建设项目，鼓励建设单位组织建设项目参建各方利用自有车辆，有计

划、分期、分批安排外地人员返津，并按照《公共交通工具消毒操作技术指南》要求，做

好车辆、驾驶员等防疫防护相关工作。不能自行解决外地人员返津的单位，凡具备一定规

模的返津出行需求的，建设单位应将返津人员运输计划需求通过市总队或各区住建委报市

住房城乡建设委（附件 3），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汇总后反馈至市交通运输委。建设单位

可通过“直达定制包车申请系统”（附件 6）填报直达班车需求。 

    按照市防控指挥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做好错峰返程运输的工作措施＞的

通知》（津新冠防指〔2020〕29 号）的要求，由市交通运输部门与相关部门、需求单位对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疫情防控相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汇编 

 

29 
 

接外地返津人员返程需求，制定点到点、门到门专程直达运送方案。直达定制包车分跨省

直达包车、抵津场站始发定制巴士、日常通勤班车三种类型，供各单位选择，所需费用由

提出运输需求的单位负担。按照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和防疫要求，所有乘客实行实名制，

配合测量体温，且自行准备口罩等防护装备，客车实载率控制在 50%以下，保证乘客间

距，同时预留发热隔离区域。 

     

五、加强监督检查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将组织市总队对全市建设项目开复工及人员返津情况进行监督抽

查。各区住建委要加强对属地建设项目开复工及人员返津情况进行监督抽查，督促各工地

认真做好人员排查、开复工各项条件检查工作，建立工作台账，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加

大与属地卫生防疫部门的沟通及联动检查，发现擅自复工、未建立防疫制度、未落实人员

防疫管理等措施的，有瞒报、漏报、迟报行为的建筑工地，一律从严从重处理。 

    特此通知。 

    附件：1.市交通运输委关于印发落实错峰返程运输工作部署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2.春节后建设项目开复工申报核准表 

          3.每天开复工项目统计表 

          4.来津人员信息登记二维码 

          5.建设工程项目个人返津防疫情况登记表 

          6.直通车运输需求填报二维码 

                                                          

2020 年 2月 10 日 

（联系人：王绍军；     联系电话 1860226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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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做好我市建筑工地疫情防控

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布机构: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发文日期: 2020.02.11 

生效日期: 2020.02.11 

时效性：现行有效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各区住建委、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当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严峻斗争中的重要指示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要把疫

情防控摆在首位，有效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在建筑工地传播，现就做好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市在建建筑工地，除因施工安全需要不能停工的和涉及疫情防控必需、抢险、

抢修项目以外，按照我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预案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

求，一律推迟开复工时间。具体开复工的时间，按照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和市统

一部署安排，另行通知。 

        

二、本市所有在施建筑工地要严格落实我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预案和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实施封闭管理。严格落实进入工地人员实名制管理，建立建筑工

地人员进出档案，做好排查和登记，严格管控人员出入工地，最大限度地减少工地现场人

员外出流动。 

        

三、加强建筑工地施工现场防疫管理。一是要切实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配备防护

用品，实施体温监测；二是对施工人员集中的作业区、办公区、生活区、食堂、宿舍、厕

所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采取定时消毒、清洁、通风换气等措施，保持卫生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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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工地食堂餐具、食材、食品留样、电器、电力、燃气等安全管理，确保餐饮安

全。 

    对停工工地也按上述要求实施管控。 

        

四、各建筑工地所属建设单位负责组织项目各参建单位对春节放假期间或假期前已离

津人员进行排查登记，立即通知其暂缓返津，何时返津，视疫情控制情况和我市统一部署

再另行通知；对已返津人员要进行登记，并立即向属地防疫部门报告，按属地防疫部门要

求采取隔离观察等相应措施，按照相关规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五、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以下简称“总队”）、各区住建委、各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支队”）要严格值班值守，督促检查辖区

所有建筑工地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各区支队应将每日建筑工地人员动态信息向总队报

告，由总队及时汇总全市建筑工地人员动态情况。一旦发现建筑工地疫情，项目单位和各

区住建委要按有关规定及时处理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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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关于加强我市建筑施工工地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发布机构: 天津市住房的城乡建设委员会   

发文日期: 2020.01.23 

生效日期: 2020.01.23 

时效性：现行有效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各区住建委、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市委常委会

和市住建委党委会精神，我市建筑施工工地即日起进入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战

时状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

市委的工作部署，要清醒认识到疫情变化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时刻绷紧思想之弦，做最充分的迎战准备，枕戈待旦，严阵以待，坚

决打赢这场特殊战役。要坚决执行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部署和要求，服从组织调度，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确保工作实效，保证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 

 

二、要提升防范能力，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 

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宣传，及时将相关疫情防控知识和关键信息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

发送给各企业、项目管理人员和建筑工人，加强对疫情防控的宣传教育，提高建筑工地防

控意识，引导企业管理人员和建筑工人居家或外出时做好防控工作，尽量减少到通风不畅

和人流密集场所活动，如有不适，及时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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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企业、项目要立即开展疫情排查，采取体温测控措施加强管理，发现疑似疫情人员

或来往疫区人员要立即采取隔离、送医等措施，并按规定程序向有关疫情防控部门报告。 

各企业、项目要严格执行春节期间领导带班、关键岗位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掌

握建筑工人的动态信息，特别是春节后复工前要重点对春节期间到过武汉或武汉籍的人员

进行排查和登记，严密关注其健康状况，一旦发现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病人，应及时报

告、妥善处置，做到传染病病例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处置。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以下简称“总队”）、各区住建委、各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支队”）的各级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即日

起至疫情解除前均不得离津，严格值班值守。要立即组织开展春节期间房屋和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的巡查抽查，要将市管、区管项目全数检查，坚决防控疫情。春节后组织开展

开复工检查，坚决保证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保持安全生产稳定形势。 

 

三、实行疫情分级报告制度 

各单位不得瞒报、迟报和漏报，一经发现瞒报、迟报和漏报，要严肃追责问责。 

1.项目单位发现疫情，在立即采取防控措施的同时，要按照规定程序立即向疫情防控

部门报告，同时报告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 

2.总队和区住建委接报后要立即向市住建委报告。 

 

市住建委 24 小时值班电话：022-  23307363 传真：022-27129861 

总队 24 小时值班电话：022-88388710  传真：022-88388709 

各区住建委、支队应公布 24 小时值班电话、传真。 

 

2020 年 1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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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市场监管类 

十三、市市场监管委防控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全力推行企业

登记全网上办理的通告 

发布机构: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布文号: 津市场监管审批〔2020〕1 号  

发文日期: 2020.02.03 

生效日期: 2020.02.03 

时效性：现行有效 

 

尊敬的企业及广大申请人： 

 

为落实党中央部署和市防控工作要求，有效遏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扩散，

减少人员聚集，防止交叉传染，阻断疫情传播，市市场监管委积极倡导企业登记全网上、

零见面办理，现就企业登记办理途径和方式通告如下。 

 

一、全力推行企业登记“网上办、零见面”审批 

进一步落实国务院“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改革要求，进一步优化网上办事系统，提升

用户体验。凡是能通过网络共享复用的材料，不要求企业和群众重复提交；凡是能通过网

络核验的信息，不要求其他单位重复提供；凡是能实现网上办理的事项，不要求必须到现

场办理。 

 

二、市场主体申请登记通过网上办事平台申请 

各类市场主体登记均实行实名登记，申请人应当自行通过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身

份验证”APP 实名认证后，根据拟申请的事项通过以下途径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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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开办一窗通事项可以通过“天津市政务服务网上办事大厅”

（http://zwfw.tj.gov.cn/）的“企业开办一窗通”

（http://qydj.scjg.tj.gov.cn/yctReg/index.html）平台办理。 

新开办企业营业执照由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后，通过中国邮政 EMS 提供寄递服务，

企业申请电子营业执照的可自行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的“电子营业执照”实名认证后

下载。 

 

（二）企业注销一窗通事项可以通过“天津市政务服务网上办事大厅

（http://zwfw.tj.gov.cn/）”的“企业注销一窗通”

（http://qydj.scjg.tj.gov.cn/yctLogout/index.html）平台办理。 

（三）“一窗通”以外市场主体登记事项，可通过市市场监管委的“天津市企业登记

全程电子化平台”（http://qydj.scjg.tj.gov.cn/）办理。 

变更或注销企业应当交回纸质版营业执照的，营业执照遗失或毁损的，申请人应当通

过报纸或“天津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主公告声明作废，也可通过中国邮政

EMS 自行寄递交回。网上服务平台正在全力进行系统改造，系统完成改造后，支持申请人

通过平台办理寄递业务。 

（四）经营范围登记可通过“天津市经营范围自主申报辅助查询平台”

（https://tj.jyfwyun.com/#/visitor/home）查询规范条目进行申报。 

（五）以上服务平台均可通过百度中文搜索关键词查询后，点击对应的平台进行事项

办理。 

 

三、原则上暂停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窗口业务 

根据市政务服务办公室《关于落实暂停三级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线下服务全面实行“网

上办、零见面”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自 2020 年 2 月 3 日起，暂停全市市

场监管各服务实体大厅窗口现场受理业务，恢复时间视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 

（一）申请事项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急需线下特别处理的，为节约现

场等候时间，申请人应当通过电话提前预约，理清事项，备齐材料，按照预约时间和地点

到现场办理，力争一次办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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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现场办事的申请人员须自行做好防护，佩戴口罩，配合体温检测，填写信息

表，接受大厅指定人员引导在服务专区办理。伴有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者，对接人员有

权拒绝进入大厅办理业务。 

（三）按照现行流程部分业务需现场提交材料的，可以通过各大厅电话咨询邮寄地

址，将由中国邮政 EMS 邮寄办理，邮件表面应当在明显处标明企业名称，注明“企业登记

申请材料”(身份证原件请勿邮寄)。 

 

四、登记申请遇到问题可通过电话咨询 

如果您在网上申报时遇到问题，请根据问题类别和注册区域分别电询咨询，天津地区

区号为 022。 

 

各区市场监管局业务咨询： 

 

和平区行政许可大厅: 27256302 

 

河东区行政许可大厅: 24130210 

 

河西区行政许可大厅: 85582888 

 

南开区行政许可大厅: 27280178 

 

河北区行政许可大厅: 26290193、26290238 

 

红桥区行政许可大厅: 86515266、86515265 

 

东丽区行政许可大厅: 24980556 

 

西青区行政许可大厅: 27949831、27949817   

 

23971556、83961933（西青开发区） 

 

津南区行政许可大厅: 88637822、88637823 

 

北辰区政务服务大厅: 86814845、86814728  

 

教育园区局：88977890 

武清区政务服务大厅: 8213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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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12801（武清开发区中心）  

 

29498169（武清区京津产业园）  

 

22183518（武清区电子商务产业园）  

 

59678004（武清区京滨工业园） 

 

蓟州区政务服务大厅: 82822301 

 

宝坻区行政许可大厅: 82651151 

 

静海区行政许可大厅: 68608620 

 

宁河区行政许可大厅: 69119631（电子化） 

 

69119616（纸质件） 

 

69513118（造甲分中心） 

 

69513118（现代分中心） 

 

69529121（潘庄分中心） 

 

滨海新区行政许可大厅: 66328712（生态城）  

 

                            65611087（海洋高新区） 

 

                    83715931、27958875（华苑产业园） 

 

                    25208080 转 1（开发区） 

 

                    84906611（自贸区空港保税港）  

 

25605168、25606864 (自贸区东疆港) 

 

66619459（临港经济区）  

 

66896835（大港三号大厅）  

 

66897125（汉沽二号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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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97830（塘沽一号大厅） 

 

申请人还可能通过 PC 端的各网上办事服务平台首页的“业务咨询电话”点开后，选择

地图标记的行政区域进行详细查询

（http://qydj.scjg.tj.gov.cn/reportOnlineService/linkTel/getGssMessage.do）。 

 

市市场监管委：24538627（委直接登记的业务咨询） 

 

                  84493776；84493780（技术支持） 

 

市税务局：4007607766 

 

市公安局：83698981；83698982（技术支持） 

 

市人社局：23030208；83575293（技术支持） 

 

市网信办：88355351（登录注册技术支持） 

 

88355251（“津心办”政务 APP 事项） 

 

市政务服务办：24538244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我们坚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通过社会各届的共同努

力，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特殊时期，人员紧张，恐有不周，敬请您的理解、配合和支持!                   

 

                                  2020 年 2 月 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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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疫情防控期间

业务办理方式的公告 

发布机构: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布文号: 津市场监管办〔2020〕10 号 

发文日期: 2020.02.12 

生效日期: 2020.02.12 

时效性：现行有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

和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要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流动，全力遏制疫情扩散，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同时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现将疫情防控期间市场监管业务办理

方式公告如下： 

 

一、食品生产许可（不含特殊食品）已全部下放至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可向辖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咨询有关事宜。暂停食品生产许可现场办理，申请人可通过“食品生产

许可管理系统”全程办理食品生产许可核发、变更、延续等业务，网址

“http://spxk.scjg.tj.gov.cn”。纸质材料可以邮寄方式提交。暂停食品生产许可现场

核查。对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期办理食品生产许可核发、变更、延续的，可延期至疫情解除

后办理。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电话、邮寄地址可通过“天津网上办事大厅”查询。天

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咨询电话：022-27182159。 

 

二、办理特殊食品生产许可事项（不含滨海新区局办理事项），申请人可以通过“食

品生产许可管理系统”全程办理特殊食品生产许可核发、变更、延续等业务，网址

“http://spxk.scjg.tj.gov.cn”，暂停生产许可现场核查。纸质申请材料以邮寄方式提

交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处。对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期办理特殊食品

生产许可核发、变更、延续的，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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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国产保健食品备案事项，申请人可以通过“保健食品备案管理信息系统”全程网

上办理，网址“http://bjba.zybh.org.cn” ，纸质申请材料以邮寄方式提交天津市市场

监督管理委员会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处。 

    办理开具保健食品生产销售证明，申请人可将纸质材料以邮寄方式提交天津市市场监

督管理委员会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处。 

邮寄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贵州路 98号 C座 414 室，邮政编码：300070，联系电话：

23370109。 

 

三、食品经营许可由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食品经营者可登录天津市食品经营许

可管理系统（网址：http://spxk.scjg.tj.gov.cn）进行申报，纸质材料可以邮寄方式提

交。相关业务咨询和资料递送可通过电话、邮寄等非现场方式进行。办事指南及咨询电话

请登录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在线服务”-“资料下载”-“食品经营许可”模

块查询。 

 

四、暂停特种设备生产许可、气瓶充装许可、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和检验检测机

构核准的实地核查等现场鉴定评审。已经受理新申请、增项、生产地址变更等需现场评审

但尚未实施的，延期至疫情解除后进行现场鉴定评审工作。 

符合条件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鼓励采用自我承诺的方式免评审换证。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证、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有效期届满不足 6个月的，按许可规

则要求可申请最长不超过一年的延期（原许可资质范围、许可参数等不变）。特种设备检

验检测人员资格证有效期届满不足 12 个月，需要采用考试方式换证的，可以申请免考换

证。由于考试暂停，导致补考时限超过要求的，其补考时限顺延 12 个月。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考试暂停。疫情期间办理生产单位注册等业务的通过邮件方式办理。 

 

五、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疫情防控期间接待等工作方式的公告》，暂停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实地核查。业务咨询电话：27182038、27182037。市级事项委托区级实

施，可以通过天津网上办事大厅办理。业务咨询和资料递送可通过电话、邮寄等非现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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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具体工作可咨询各区市场监管局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受理部门。申请办理生产许

可事项包括：发证、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及其他等情形。 

 

六、市场主体可通过年报咨询电话咨询经营异常名录相关业务。请登录天津市市场主

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credit.scjg.tj.gov.cn/gsxt/）查阅咨询电话。 

 

    七、转变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申请模式。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全面实行“网上办、不见面”。网上办理路径：登录“天津网上办事大厅”

（http：//zwfw.tj.gov.cn），可按市级部门分类查找政务服务事项，点击“在线办理”

按要求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 

材料递交方式和结果领取方式可选择“窗口提交”和“物流速递”。需要咨询有关事

项的，可拨打 24538636 进行咨询。 

暂停已经受理申请或新申请的检验检测机构现场评审，改由通过延期评审、告知承

诺、形式审查等方式办理，确保相关工作有序进行。推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

诺。疫情防控期间，对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首次和扩项申请的，推行告知承诺，提高审

批效率，助力机构发展。全力支持检验检测机构获得防护用品检测资质。对于申请医用防

护服、口罩等疫情防控物资领域的检验检测机构，特事特办，采用承诺制，加速办理。充

分发挥检验检测在疫情防控中的技术保障作用。 

 

八、广大市民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向市场监管部门提出投诉举报等相关诉求：一是拨打

12315 热线电话；二是通过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或者网页浏览等方式登录全国 12315

平台，按要求填写相关投诉举报内容；三是通过市市场监管委政务网站中的投诉举报专

栏；四是通过市市场监管委投诉举报电子邮箱：scjg12315@tj.gov.cn；五是通过邮寄信件

方式，市市场监管委投诉举报中心通信地址为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 38号，邮编 300010。 

 

    九、市消协受理消费者咨询投诉方式:电话 022-24450315；邮箱：tjts315@126.com;

信函：邮编 300010，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 38 号天津市消费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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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提交的投诉材料应包括：（一）投诉方和被投诉方的基本信息，包括投诉方的

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等;被投诉方的单位名称、地址、邮政编

码、联系人、联系电话等；（二）损害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及与经营者协商的情

况；（三）有关证据。消费者应提供与投诉有关的证据，证明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

与受损害存在因果关系，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四）明确、具体的诉求。 

 

十、办理计量器具型式批准、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计量标准器具核

准许可，申请人可登录“天津网上办事大厅”（http：//zwfw.tj.gov.cn），按市级部门

分类检索相应的申请事项，按要求下载、填写申请材料，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有关业务

咨询和资料递送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邮寄等非现场方式进行。涉及专家评审采取加强

材料预审、书面审查以及通过电话传真、邮寄或电子邮件等方式确认进行。业务咨询电

话：27182073、27182074。 

 

十一、计量检测办理流程：1.登录天津市计量检测公共服务平台

（http://tjmtps.cn/tjjl/a/login），点击进入天津市计量院委托报检平台进行预约报

检。2.按照报检平台要求填写有关信息，生成预约单，预约单由委托人确认签字并加盖公

章。与业务受理人员电话预约时间后，由委托人携带预约单与仪器样品按照预约的时间，

到现场办理相关的报检业务。 

下厂检测业务由委托人与业务受理人员及相关实验室电话预约下厂检测时间。市计量

院将及时安排相应工作人员按照预约的时间为委托人办理下厂检测业务。如委托人由于某

些原因，在通过网上预约后，不能到市计量院办理相关的报检业务，委托人须在与业务受

理人员沟通完毕后，提供相应的书面说明，并加盖单位公章，将说明、预约单和仪器样品

邮寄至市计量院，办理相应的委托送检业务。 

邮寄过程中，仪器样品如产生损坏或破损的情况，相应的责任由委托人承担。易碎易

损仪器样品（如玻璃仪器、玻璃液体温度计等）不接受邮寄方式办理委托送检业务。 

邮寄单位名称：天津市计量监督检测科学研究院业务管理部；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科

研西路 4号；邮编：300192。 

市计量院业务受理联系人：张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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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2-23009329；022-23009354。 

 

十二、全力推行企业登记“网上办、零见面”，详见《市市场监管委防控新冠病毒肺

炎疫情全力推行企业登记全网上办理的通告》（津市场监管审批〔2020〕1号）（网址：

http://scjg.tj.gov.cn/xwzx/tg/50217.html）。 

 

十三、涉及我市反垄断投诉举报、咨询电话：23529271，传真：23524310。我市有关

委、办、局涉及公平竞争审查需要递交材料的，请将电子版发送至政务邮箱：USER31。 

 

十四、暂停行政复议现场接待，行政复议申请人可通过邮寄复议材料的形式进行申

请。邮寄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贵州路 98号 B座法规处（请在信封上注明行政复议申请）； 

邮政编码：300070；咨询电话：23350067。 

    疫情防控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认真负责办理好网上服务以及

群众来信、来电反映的事项，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衷心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让我们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齐心协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2020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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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市市场监管委印发关于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服务企业第二批措施的通知 

发布机构: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布文号: 津市场监管研〔2020〕2号 

发文日期: 2020.02.19 

生效日期: 2020.02.19 

时效性：现行有效 

 

市药监局、市知识产权局，各区局，委机关各处室和直属单位：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支持复工复产十条》（国市监综

〔2020〕30 号）要求，市市场监管委研究制定了《关于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服务

企业的第二批措施》。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2020 年 2月 19 日 

 

关于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服务企业的第二批措施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部

署，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支持复工复产十条》（国市监综

〔2020〕30 号），市市场监管委在制定《关于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服务企业的若

干措施》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第二批服务企业措施如下： 

 

一、延长行政许可和审评换证期限。对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书到期，因疫情影响无法

按期办理完成的，有效期顺延至一级响应解除；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从业人员所持健康证明

有效期届满，暂无法领取新证的，有效期顺延至一级响应解除后 90 日。对特殊食品生产企

业、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期办理生产许可变更、换证的，延期至疫情结

束后办理。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证、气瓶充装许可证、移动式压力容器许可证和检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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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机构核准证有效期届满不足 6个月的，可办理 1年以内的延期。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

资格证有效期届满不足 12个月，可申请免考换证。 

 

二、减免质量检验检测服务收费。疫情防控期间，对我市各单位报检的体温计（包括

红外额温计、红外耳温计、电子体温计、玻璃体温计、红外体温筛检仪等），免除检定校

准费用。对复工复产企业办理产品质量委托检验，检验项目收费减免 50%，对委托单位为

湖北省的企业，免除检测费用；对用于捐助疫区的防控物资免除检测费用。对复工复产企

业计量器具检定校准减免收费 50%。免征复工复产企业特种设备行政事业性检验收费，其

他特种设备检验收费项目减少 50%。对湖北省企业免除特种设备检验费用。 

 

三、开展质量技术精准帮扶。对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的质量技术方面的问题，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第一时间答疑解惑，帮助解决技术难题。对承检范围内的消毒液原料、洗手

液、餐具洗涤剂等消毒洗涤防护用品，实行加急受理和检测，3日内完成并出具检测报告

（洗手液微生物指标 5日完成检测）。对涉及强制性认证、生产许可证复产转产企业的产

品检验，做到随送随检。加强计量技术帮扶，开辟计量器具型式评价绿色通道，对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急需的计量器具检定校准需求，做到随到随检；对因疫情外力导致暂无法实

施检定校准的，加强技术指导与服务，满足量传溯源需要，待疫情结束后实施；对已通过

医疗器械注册检验的红外耳温计生产企业申请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的，关键项目型式评价试

验后实行承诺审批；对已建立企业最高计量标准器具到期且需复审的，经企业自行核查满

足相关技术要求，有效期顺延至疫情结束。 

 

四、强化标准化工作支撑服务。搭建疫情防控专题标准数据库，开通线上标准服务功

能，加强相关标准技术解读，为社会各界提供标准化咨询和标准文献查询服务，企业可登

陆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市标准化研究院门户网站查阅。鼓励、支持和指导行

业协会制定相关团体标准，增加所需标准的有效供给，为有制定复工复产标准需求的社会

团体、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启动商品条码申请快速响应机制，24小时内为企业办理完成商

品条码申请工作，保证企业及时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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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化特种设备检验技术服务。加强对复工复产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企业的

技术服务，实行网上报检、网上受理、线上咨询、预约现场检验、报告邮寄。建立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应急绿色通道，对医院、医疗器械、口罩、防护服等生产企业特种设备，实行

随报随检，现场出具检验意见通知书。暂停特种设备生产许可、气瓶充装许可、移动式压

力容器充装许可和检验检测机构核准的实地核查等现场鉴定评审，已受理但尚未实施的，

延期至疫情解除后进行。鼓励符合条件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采用自我承诺方式免评审换

证。 

 

六、推行专利优先审查和专利质押服务。对涉及防治新冠肺炎的专利申请，实施专利

优先审查、优先推荐，加快办理速度。建立专利质押登记绿色通道，支持企业用专利权质

押方式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缓解资金困难。对企业以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质押方式从金

融机构获得贷款发生的专利评估费用，给予单笔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3 万元，同一企业当

年累计获得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积极帮助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专利费用减缴备

案，减轻企业成本负担。 

 

七、实行经营异常名录审慎管理。简化对生产、经营疫情防控相关物资企业的经营异

常名录移出审核程序，在疫情防控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对提出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申请的本

市生产、经营疫情防控相关物资企业，实行便利审核措施。对因疫情影响暂时失联的企

业，通过企业在年度报告中公示的联系电话或工商联络员电话可以取得联系的，暂不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待疫情结束后进行实地核查。 

 

八、强力维护市场价格秩序稳定。引导生产企业依法合规诚信经营，不触碰价格违法

行为红线，积极参与市场监管总局倡导的“保价格、保质量、保供应”系列行动，做到价

格不涨、质量不降、供应不断，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严查乱收费乱涨价，依法从重从快严

厉打击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严禁政府部门及其所属

事业单位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收取国家已明令取消的收费，严禁将各部门职能或职责范围

内的事项转交中介机构强制服务并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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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财税、规划类 

十六、关于当前企业申请外债延期以及境内外资银行申请

2020 年度外债规模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布机构: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文日期: 2020.02.07 

生效日期: 2020.02.07 

时效性：现行有效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发布了《关于企业申请延长外债备案登记证明有效期事宜

的指引》和《关于境内外资银行申请 2020 年度中长期外债规模的通知》（发改办外资

[2020]51 号），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时期，为方便、快捷做好政策宣传及服务工

作，现就上述政策重点内容及涉及我市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关于延长企业外债备案登记证明时限 

为保障企业借用外债平稳有序进行，截至目前，已取得外债备案登记证明的企业，如

确因疫情影响未能在有效期内完成外债发行的，可在有效期届满 20 个工作日前向国家发展

改革委提出关于延长有效期的书面申请。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有效期可延长 6个月。 

二、关于境内外资银行申请 2020 年度中长期外债规模 

根据《境内外资银行外债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监会 2004 年第

9 号令），请注册在我市的境内外资银行分行于 2020 年 2 月 15 日前，将 2020 年度所需中

长期外债规模申请报送至市发展改革委，我委将按要求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具体申报材

料，请登录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首页-政务公开-政策-通知”中查看并下载。 

上述政策如有疑问，均可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及市发展改革委电话咨询。国家发展改

革委外资司国外贷款处联系人：汪智 010-68502936、杨瑞杰 010-68502895。市发展改革委

外资处联系人：刘佳洁 022-23142195。  

2020 年 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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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市商务局关于落实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

配套细则 

发布机构: 天津市商务局  

发文日期: 2020.02.13 

生效日期: 2020.02.13 

时效性：现行有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局根据《天津市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津政办发〔2020〕1号）的

任务分工，拟制了有关配套细则。 

   

一、支持冷链物流项目建设 

  1.加强对农产品冷链物流企业在运输、配送环节的统筹协调，确保通行便利。会同市

交通运输委对运输民生必需品及防护用品车辆给予发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通行证”，对应急车辆实行“绿色通道”，免收高速通行费，

保障车辆的顺畅高效通行。 

  2.会同市公安交管局、市交通运输委对四统一（统一车型、统一标识、统一管理、统

一技术标准）“天津城市共配”车辆在疫情结束前，在本市区域内给予全天候通行、停靠

便利（不限号，早晚高峰不限行），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可有序停靠装卸货。 

  3.对承担我市民生必需品供应任务的企业，开具《民生保供企业资质证明》，会同市

公安交管局对运输民生必需品及防护用品车辆给予备案，对申请配送时间、增加运力等有

需求的企业给予通行便利。（联络员：流通处处长 王鸿奎 电话：58665836） 

   

二、保障生活物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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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改、人民银行、财政、商务等多个部门联动，建立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报送

机制，在疫情防控期间对重要生活必需品骨干保供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对符合条件的企

业给予优惠利率和贴息政策支持。 

  至疫情结束，市商务局汇总商务领域肉、蛋、盐、菜、奶、方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骨

干保供企业名单，梳理企业规模及资金需求紧急程度，汇总报市发改委，由市发改委向国

家发改委报送，国家发改委在报送企业名单中择优筛选并反馈给相关金融机构。（联络

员：市场运行处处长 曹杰 电话：58665851） 

   

三、支持电子商务发展 

  细则详见附件 1。 

  （联络员：电商处处长 刘海东  电话：58665952） 

   

四、强化货源组织和政府储备 

  强化产销对接。组织农产品批发市场经销大户和大型连锁超市等流通企业与果蔬生产

基地、农业合作社对接，定期协调，畅通供销渠道。为批发市场商户运输农产品车辆开通

绿色通道，确保市场农产品运输畅通。（联络员：市场建设处处长 徐凤成  电话：

58665667、58665835） 

   

五、支持服务外包机构和企业应对疫情的相关技术研发 

  细则详见附件 2。 

  （联络员：市商务局刘继兵  电话：18920175512 

  市财政局纪房余  电话：23303740-2626） 

   

六、配合推动港口物流降本增效 

  配合天津海关等单位推动“船边直提”、“抵港直装”、“码头集港”等作业模式的

实施。配合天津海关、天津交通运输委、天津港集团等单位搞好政策宣讲工作，让我市进

出口企业、报关企业、货代企业及时了解政策，引导企业用好用足便利化措施。及时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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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通关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大协调服务力度，提升通关服务水平。（联络

员：口岸服务处处长 孙军  电话：58665726） 

 

  附件：1. 市商务局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助力疫情期间市

场供应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研发项目贴息支持实施细则 

 

                               2020 年 2月 13日 

附件 1： 

 
 

天 津 市 商 务 局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天 津 市 财 政 局  
 
 

津商电商〔2020〕1 号 

 
 

市商务局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助力疫情期间市场供

应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区商务、发展改革、财政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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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天津

市场供应保障力度，鼓励实体商户积极开展线上线下结合

的网络销售，拓宽保供渠道，为消费者提供生活必需品供

给保障。依据《天津市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要求，按照公开透明和普惠制原则，市商务局制定了《市

商务局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关于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助力疫

情期间市场供应项目申报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做好

相关工作。 

相关内容在市商务局网站（http://shangwuju.tj.gov.cn）

上予以发布，各有关单位可登陆查询。 

 

市商务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 

  2020 年 2 月 1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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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务局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关于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助力疫情期间市场供应 

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一）支持入驻经市商务局认定的综合型平台或美团、饿了么、京东到家等生活服务

类第三方平台的天津商户（以下简称“天津商户”) 。 

（二）支持经市商务局认定销售防控物品、生活必需品、药品的电商自营平台（以下

简称“电商自营平台”）。 

二、支持标准 

（一）对疫情期间天津商户的订单物流配送费用给予支持，月销量达到 1000 单以上

的，最高支持资金不超过 3000 元；达到 2000 单以上的，最高支持资金不超过 6000 元；达

到 5000 单以上的，最高支持资金不超过 1万元。 

（二）对疫情期间电商自营平台的订单物流配送费用给予支持，累计销量达到 3万单

以上的，最高支持资金不超过 6万元；达到 5万单以上的，最高支持资金不超过 10 万元；

达到 10 万单以上的，最高支持资金不超过 20万元。 

三、申报条件 

（一）在本市工商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在本市进行税务登记，依法纳税的企业； 

（三）相关行业资质和经营资格完备； 

（四）申报主体近三年内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核查途径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天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天津）和天津市市场主体联合监管系统）； 

（五）申报主体不得同时申报以上两个支持方向。 

四、申报材料 

（一）公共政策类项目申报表（附件 2）；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疫情防控相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汇编 

 

53 
 

（二）申报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带本人签字的申报主体法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四）银行开户许可证； 

（五）其他单位账户存根（附件 3）； 

（六）申报主体在疫情期间交易量的系统后台截图（截图中应包含申报主体名称、总

成交单数、统计起止时间等佐证信息）、订单查询子账号。 

以上各项证明材料须真实有效，所有申报材料按标号顺序用 A4 纸张规格进行装订，一

式两份，不加封皮，加盖骑缝公章。 

五、申报程序 

（一）项目申报。项目支持期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从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结束为止）。项目申报主体须在天津市宣布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结束后的 30个工作日内，将申报材料递交至市商务局委托的资金项

目受理单位进行申报办理。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 158 号天津市商务局一楼接件窗

口大厅。 

（二）项目初审。项目受理单位按要求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形式要件审核。 

（三）申报项目受理情况公示。市商务局对申报项目受理情况在天津市商务局网站

“公示公告”栏进行公示。 

（四）专项审核。市商务局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专项审核，

出具专项审核结果。 

（五）项目公示。市商务局依据项目总体预算、专项审核结果，制定资金分配方案，

并在天津市商务局网站“公示公告”栏进行公示。 

（六）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后，市商务局会同市发改委向市财政局送交商请资金拨

付文件，市财政局按规定拨付资金。 

六、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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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务局会同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对项目资金开展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对违反规定骗

取财政资金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 

 

附件：1．关于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助力疫情期间市场供应 

项目申报材料（封面） 

2．公共政策类项目申报表 

3．其他单位账户存根 

联系人：市商务局电商处     张波 

联系方式：58665753  18622958995  

市财政经建二处     李鸿昳   

联系方式：23303740-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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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助力疫情期间 

市场供应项目申报材料 

 

申报主体：                                                          

所属辖区：                                                            

申报日期：                                                            

  

 

 

天津市商务局 

天津市发改委 

天津市财政局 

2020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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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共政策类项目申报表 
填报时间：2020 年   月   日 

资 

格 

条 

件 

申报主体名称： 注册地：       区 

法人姓名： 联系方式：（须为手机号） 

身份证号： E-mail: 

入驻平台名称：（天津商户填写） 

平台店铺名称：（天津商户填写） 

自营平台名称：（电商自营企业填写） 

疫情期间订单数: 疫情期间交易额： 

郑重 

声明 

1.申请人共上报申报文件资料    页； 

2.申请人在我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合法经营； 

3.申请人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信息准确，纳税和银行信用良好； 

4.申请人近三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 

5.申请人申报的所有文件、资料真实、完整、准确和有效； 

6.申请人承诺无条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

查。 

7.申请人承诺同一票据不进行多头申报或重复申报。 

申报主体法人代表签字：（盖章） 

填表人：                          签字： 

填表人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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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其他单位账户存根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8 位）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财务负责人  联系电话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12 位支付号 4 位清算号 银行账号 

    

    

    

单位公章： 财务部门盖章：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注：1、账户存根作为预算拨款原始凭证，填写内容完整，不准涂改，一式三份；  

                                                                        天津市财政局国库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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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企业研发项目贴息支持实施细则 

 

为认真贯彻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

院及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我市服务外包机构

和企业的医药研发、工业设计和解决方案等专业能力和智

慧力量，鼓励和支持服务外包机构和企业积极主动的投入

到打赢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去，担负起企业的

责任和义务，依据《天津市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措

施》第 13 条有关要求，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企业研发项目贴息支持实施细则。 

一、支持对象 

受国家、天津市及相关部门、机构或企业委托，用于

此次疫情防控工作所进行的新冠肺炎药物研发、疫苗研

究、防护用品研发设计或供应链支持、提供医学诊疗方案

等我市服务外包机构和企业。 

供应链支持包括物流网络策略、运输方案设计、仓储

设计和库存优化、作业改进、流程改造等项目；医学诊疗

解决方案包括远程诊疗、临床试验方案、数据管理、统计

分析等项目。 

二、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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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我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服

务外包机构和企业。 

（二）必须是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解除疫情之日期间

内，接受委托开展新冠肺炎药物研发、疫苗研究、防护用

品研发设计和供应链支持、提供医学诊疗方案等项目。 

（三）申报主体近三年内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核查途

径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津）”、全国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天津）和天津市市场主体联合监管系

统）。 

三、支持方式 

对机构和企业受委托的项目以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解除

疫情之日，在此期间所发生的投入费用作为计算贴息的本

金，按照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2020 年 2 月份最近一

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4.35%）给予贴息支持，每个企业

最多不超过 3个项目，累计贴息金额最高不超过 40 万元 

投入费用主要包括项目所需的物料、耗材、试剂、设

备器材及人力成本等。 

四、申报材料 

（一）机构或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的申请文件。

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申报项目立项情况、申报项目

开展情况、预计可产生的效果等。 

（二）项目投入费用明细表（附表）。 

（三）投入费用票据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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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合同、协议或委托相关证明。 

（五）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或“三证合一”复印件。 

（六）其他单位账户存根（附表） 

五、几点说明 

（一）申报项目的机构和企业准备一份纸质材料，申

报材料采用 A4 纸打印（正文仿宋四号字、1.5 倍行距）双

面复印，胶装装订，附电子版光盘，正文首页为第一页，

页码位于页面下方居中，封面注明“项目申报材料”和公

司名称。 

（二）按提供的费用票据作为评审依据，其复印件排

版需与明细表所列顺序一致且清晰，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审

核。 

（三）在解除疫情后，项目申报材料与 2020 年度天津

市外经贸发展资金支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项目材料通知规

定的时限一同报送。市商务局对申报项目受理情况在天津

市商务局网站“公示公告”栏进行公示。 

（四）市商务局会同市卫健委委托第三方机构或专家

组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论证，对此次疫情防控工作起到实

效和作用的项目给予支持。 

（五）市商务局依据项目总体预算、专项审核结果，

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并在天津市商务局网站“公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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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市商务局向市财政局送交商

请资金拨付文件，市财政局按规定拨付资金。 

（六）企业所获资金应建立资金备查薄，以备抽查。 

（七）市商务局会同市卫健委、市财政局对项目资金

开展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对骗取专项资金的机构和企业，

将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 

附件：1、项目投入费用明细表 

      2、其他单位账户存根 

 

 

联系人：市商务局刘继兵  联系电话：18920175512 

市财政局纪房余  联系电话：23303740-2626   

市卫健委屠  彦  联系电话：23337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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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投入费用明细 

 
企业名称：盖章 

序

号 

类别 票据内容 数量 单价 金额（元） 

1 物料 

    

    

    

2 耗材 

    

    

    

3 试剂 

    

    

    

4 
设备器

材 

    

    

    

5 
人力成

本 

    

      

6 其它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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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其他单位账户存根  

 
注：账户存根作为预算拨款原始凭证，填写内容完整，不准涂改，一式二份。 

天津市财政局国库处制 

（一式二份，其中一份装订入申报材料，另一份单独提交）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8 位）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财务负责人 
 

联系电话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12 位支付号 4 位清算号 银行账号 

    

    

    

单位公章： 财务部门盖章：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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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落实天津市打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若干措

施实施细则的通知 

发布机构: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发布文号: 津规自业发〔2020〕41 号  

发文日期: 2020.02.13 

生效日期: 2020.02.13 

时效性：现行有效 

 

各有关单位： 

    按照市政府工作安排，经研究，我局制定了《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落实天津市打

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若干措施实施细则》，现予以印发执

行。 

       2020 年 2 月 1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落实天津市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若干措施实施细则 

 

    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全

面落实《天津市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的若干措施》（津政办发〔2020〕1号）要求，做好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服务保障，特制

定以下实施细则。 

 

    一、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应急项目开工建设 

    1.对于列入疫情防控应急项目清单的建设项目，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实施一对一服

务。建设单位持项目申请文件和疫情结束后履行审批手续的承诺函进行申报，规划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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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审批部门 24 小时内出具同意先期开工建设函（长度在 200 米以下的管线配套工程，无

需办理）。 

 

    2．取得同意先期开工建设函的建设单位在疫情结束后 3个月内申请补办相关审批手

续。符合上位规划管控要求的项目，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指导建设单位按照程序补办相关

审批手续。不符合上位规划管控要求的项目，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组织开展论证。经过论

证认为可以调整规划的，建设单位配合履行相关规划修改程序，同步完善审批手续；确实

无法调整的，一事一议妥善处置。 

 

    3．全面保障疫情防控建设项目用地。对于疫情防控急需使用的土地，用地单位可根据

需要先行使用；对选址有特殊要求，确需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视作重大

项目允许占用。使用期满不需转为永久性建设用地的，使用结束后恢复原状，交还原土地

使用者，不再补办用地手续。需要转为永久性建设用地的，待疫情结束后及时完善用地手

续，涉及新增用地计划指标应保尽保。同时，要做好被占地单位和群众的补偿安置。 

 

    二、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重大民生项目、重点项目建设 

 

    4．强化审批服务。规划和自然资源政务服务事项实行“网上办理、不见面审批”。申

请人通过“天津网上办事大厅”在线办理，原则上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对申请人提交的

材料立即受理、立即审核、及时审批。申请材料不全的，实行“承诺审批”，采取“容缺

后补”“信用承诺”“以函代证”方式办理。 

 

    5．延期缴纳土地出让金。对已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或在此期间新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企业，可自动延期缴纳土地出让金，延期期间不产生滞纳金（或违约金）。 

 

    6．项目开竣工期限顺延。自 2020 年 1 月 24 日启动天津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

响应以来，对已供应的建设项目用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

的开、竣工期限自动顺延，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无需另行申请开、竣工延期，疫情持续期间

不计入违约期。 

 

    7．推行不动产登记不见面办理。自 2020 年 2月 12 日起，除在建工程抵押登记以外的

其他抵押登记业务，均可在与我局合作的 34家金融机构，通过“不动产登记一网通”系

统，实现网上不见面办理，并不断扩大与金融机构合作范围。2020 年 2 月 20 日起，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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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天津市不动产登记 APP，实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等网上申请、网上预审、网上咨

询、网上查询等功能，并逐步覆盖各类登记业务。 

 

    8．简化登记流程。自 2020 年 2 月 10 日起，为缓解疫情防控期间企业融资压力，为企

业申请在建工程抵押登记开辟绿色通道，合并、优化登记环节,采取查看现场时一并受理登

记的方式，确保 24小时内办结。同时,对于紧急登记事项,通过预约等方式定时定点提速办

理，满足申请人的登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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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滨海新区政策 

十九、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中小企业控疫情稳增

长的第一批措施 

发布机构: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发文日期: 2020.02.09 

生效日期: 2020.02.09 

时效性：现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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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市委市政府、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系列要求，帮助中小

企业渡过难关，根据《天津市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进一步促进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精神，结合经开区实际，制定第一批支持中小企业

控疫情稳增长 16 条政策措施（简称“暖企 16条”）。 

 

一、加大金融支持 

 

1.对疫情防控重点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经认定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对

2020 年新增的专用于防疫生产、采购、科研、运输、医用等贷款，在鼓励商业银行实施贷

款利率下浮政策的基础上，再按商业银行实际贷款利率的 10%给予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 1

年，支持防疫重点企业扩大生产，保障防疫物资市场供应。（责任单位：金融局、发改

局、财政局） 

 

2.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个人和企业的纾困力度。对商业银行已发放的个人创业类贷款，

且创业实体在区内，借款人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可向贷款银行申请展期还款，经

开区财政给予不超过 1年的全额贴息支持。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企业，鼓励

商业银行优先给予信贷支持，经开区财政按商业银行实际贷款利率的 30%给予贴息。（责

任单位：金融局、发改局、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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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疫情期间银政企更紧密的合作机制。组织发动区内重点银行机构发出联合承

诺，鼓励银行机构主动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企业倾斜信贷资源，对经营出现暂时困

难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合理采取续贷、展期等政策，帮助企业顺利渡过难

关。联合重点商业银行机构，建立专门的金融纾困服务队伍，开通企业金融服务的“绿色

通道”，对企业反映的信贷需求和困难快速响应处理，精准高效地进行融资业务撮合，确

保做到应贷尽贷、早贷快贷，保障企业特殊时期运转。（责任单位：金融局） 

 

4.畅通防疫物资跨境采买资金划转通道。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 FT账户跨境收支便利化

和结售汇成本优势，支持企业跨境采购防疫所需物资，对于采购时间紧迫的，银行机构进

一步简化开户手续，提高开户效率，保障账户“即开即用”。（责任单位：金融局、自贸

局） 

 

5.鼓励银行进一步优化信用贷、税银贷、消费贷等普惠金融产品，采取临时性提高融

资额度、降低融资成本、免除相关手续费、减少担保要求、适当放宽还款期限等差异化方

式，支持防疫期间企业发展。（责任单位：金融局） 

 

二、保持就业稳定 

 

6.对于企业新招员工并缴纳社保 3个月以上的，按每人 500 元给予企业一次性用工补

助。（责任单位：人社局、财政局） 

 

7.因疫情防控措施等原因造成企业职工暂时无法入住开发区管委会所属国有公寓的，

为减轻企业负担和损失，已签订公寓入住合同的，免除 2月份当月租金。（责任单位：国

资局、人社局） 

 

8.依法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12 个月的区内企业，疫情期间不裁员或裁员率低于上年

度本市城镇登记失业率的，返还上年度企业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50%。（责任单

位：人社局、财政局） 

 

三、减轻企业负担 

 

9.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型、微型企业，经认定，给予其 2020 年 2 月、3月和 4月对

经开区主要地方经济贡献的全额补贴。（责任单位：商投办、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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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已承租各类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企业，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免收 3个月房

租、3个月房租减半。（责任单位：国资局、商投办） 

 

11. 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业主为租户减免租金，由双方协商解决。（责任单

位：商投办、各招商局室） 

 

四、支持恢复生产 

 

12.对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等疫情急需防控物资的重点企业，对其在疫情期间增加的

生产运营成本，经认定，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发改局、财政

局） 

 

13.对研发、生产治疗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药品、诊断设备等产品的企业，经认定，给予

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研发投入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医药局、财政局） 

 

14.对于采购区内企业产品或服务进行恢复生产的区内企业，经认定，按照采购金额的

10%，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商投办、各招商局、财政局、发改

局） 

 

15.对于区内制造业企业一季度出口额高于去年同期值的，经认定，按照出口额增量的

10%，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资金支持。（责任单位：贸发局、商投办、财政局、发改

局） 

 

16.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政策扶持力度，项目主管部门抓紧组织企业申报，财

政部门及时拨付资金，尽快发挥财政资金效益，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责任单位：商投

办、各招商局、发改局、财政局） 

 

上述政策措施支持对象为在本区实际经营、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

(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印发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

施行，有效期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结束。国家、天津市和滨海新区出台相关支

持政策的，我区参照执行，另有明确期限规定的从其规定，从优不重复享受。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0 年 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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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中新天津生态城关于应对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

政策 

发布机构: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 

发文日期: 2020.02.09 

生效日期: 2020.02.09 

时效性：现行有效 

 

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天津市委、市政府以及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关于疫情

防控的决策部署，积极发挥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支持受本次疫情影响的中小企

业渡过难关、实现更好发展，特制定以下二十一条惠企政策。 

 

支持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在中新天津生态城（以下简称“生态城”）注册经营、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符合工信部等四

部门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支持措施 

(一) 减轻企业负担 

1、减免园区房租。对承租区内国有资产经营类企业建设运营的产业园区载体的实体办

公或生产类中小企业以及公建配套菜市场，给予 2020 年 2-4 月份房租的全额减免，5-7 月

份房租减半的支持，期间已享受部分房租补贴政策的企业对照本政策按从高原则执行。同

时，鼓励其他商务楼宇运营方对实体办公企业租户适度减免疫情期间租金，生态城管委会

将对采取减免租金措施的出租企业给予一定专项支持。 

 

2、减免商业租金。对自持经营面积达到一定规模的商业项目，鼓励商业运营管理企业

减免疫情期间商户租金，对采取减免租金措施的商业运营管理企业，管委会将给予一定专

项支持。同时，鼓励商户进行线上销售，并对市商务局认定的网络批发零售自营或第三方

平台、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网络综合型平台的建设提升改造项目，给予一定比例补助。 

 

3、优化退税服务。对生产销售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药品、医疗器

械企业，在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过程中予以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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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缓解企业信贷压力 

4、贷款贴息支持。对疫情影响期间，获得新增贷款（展期视同新增）的企业，按照贷

款实际支付利息的 50%给予贴息支持，支持期限不超过 6个月，单个企业贴息额度最高不

超过 50 万元。 

 

5、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对疫情影响期间给予企业新增融资支持的区内银行业金融

机构，给予适当奖励，并在以后年度的政银合作领域给予优先考虑。 

 

6、融资担保支持。对疫情影响期间企业为取得融资产生的担保费用、贷款保证保险业

务费用等，给予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20万元的专项支持。 

 

7、加强融资服务。持续为企业提供高效率、差异化的融资服务，帮助企业畅通与政策

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融资租赁、私募股权基金、担保、保理等金融机构的沟通渠

道，缓解企业受疫情影响造成的流动性困难。 

 

(三) 大力支持企业稳岗经营 

8、加大稳岗力度。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缴费费率，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均为

0.5%，执行至 2021 年 7月 31 日。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按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

业保险费的 50%予以返还。疫情防控期间新增就业岗位的小微企业，按照新签订劳动合同

并实际参保的符合人才条件人员每人 10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人才稳岗补贴。 

 

9、特许放宽社保政策。适当延长社会保险缴费期，对受疫情影响的参保单位，未能按

时办理参保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等业务的，允许其在疫情结束后三个月内补办。失业保

险金首次申领等业务，在原规定时限基础上增加 60天，办理稳岗返还等业务申请期限延长

2 个月。 

 

10、建立调解仲裁绿色通道。建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绿色通道，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

法力度，畅通劳动争议调解仲裁信息化渠道，切实保障企业和职工合法权益。 

 

(四) 加大引进人才服务保障 

11、加快人才政策兑现审批进度。优先受理受疫情影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的

企业各类人才政策兑现申请，简化要件、优化流程、提高拨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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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搭建线上招聘平台。集中发布企业用工信息，积极推广网上招聘、远程面试等线

上服务，为广大求职者和企业提供公共就业服务，有效开展就业帮扶，促进人岗精准匹

配。 

 

13、招工支持。对积极协助企业解决招工难问题，帮助企业招工，恢复生产的人力资

源中介机构和职业院校，依据招工成效和实际贡献大小，给予最高不超过 15万元的专项支

持。 

 

(五) 科技政策扶持 

14、推动防疫药品研发和技术攻关。对有效应对疫情做出贡献的生物医药企业给予科

技研发专项支持，鼓励创新品种临床研究，推动创新医疗器械、创新药尽快进入临床应

用，支持医药类企业加快抗病毒药物、检测试剂研发和生产。 

 

15、给予企业研发贴息支持。对受委托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药物研发、疫苗研

究、防护用品研发设计或供应链支持、提供医学诊疗方案等服务外包机构和企业，给予贴

息支持。 

 

16、推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科技应用。对开发应对疫情的大数据和智能产品企业给予

科技研发专项支持，鼓励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在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开展研究应用，通过人

工智能科技助力疫情防控，推动智慧医疗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17、推动远程工作平台应用。对在疫情影响期间采购远程办公软硬件并实现线上办公

的企业给予一定专项支持，为企业远程办公提供平台及软硬件支持服务。 

 

18、政府采购支持。综合考虑企业产品、服务质量和政府需求，优先采购区内受疫情

影响的科技创新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六) 提供便利化政务服务 

19、推行“不见面审批”服务。生态城 273 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不见面”审

批，通过“天津网上办事大厅”、“津心办”APP 和生态城 2所无人审批超市等渠道进行

办理，通过“生态城政务”小程序为企业提供网上查询、网上帮办代办、智能线上咨询等

24 小时全天候服务。全面落实“网上办、不见面”，实现政务服务“网上办、自助办、掌

上办、指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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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对列入疫情防控相关应急项目清单的项目，纳入绿色通道，

特事特办、马上就办、信用承诺，24 小时内办结，优先配置用地用水用电等资源型指标；

因前后置手续交叉不能按时办结的，可先行通过“容缺后补”完成审批程序。对因疫情影

响，已供应项目用地的土地出让金缴纳和开工、竣工期限，可自动延期，不再办理续期手

续。 

 

(七) 法律服务 

21、建立应急公共法律服务机制。对于企业受疫情防控影响造成的合同履行、劳资关

系等纠纷，开展法律应急公共服务。协助企业办理 “不可抗力”证明，减少企业损失。 

 

附则 

1、上级政府出台的支持受疫情影响企业发展政策，与本政策在并行适用时，按照从高

不重复原则执行；上级政府出台政策要求配套支持的，生态城管委会依照要求执行。 

2、本政策由生态城管委会负责解释。 

3、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申请指南和操作指引另行制定，有效期至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结束后再顺延 3个月。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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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交通运输委关于印发落实错峰返程运输 

工作部署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好《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做好春节后

错峰返程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全国防控物资暨春运返程运输保障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按照 2月 8日文魁副市长主持召开的全市加强疫情防控做好错峰返程运输视频会议要

求，切实完成好错峰返程运输任务，现将《市交通运输委关于印发落实错峰返程运输工作

部署的工作方案》及相关材料印发你单位，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 

1.市交通运输委关于印发落实错峰返程运输工作部署的工作方案 

2.错峰返程运输组织工作组联络表 

3.加强疫情防控做好错峰返程运输的工作任务清单 

4.行业、系统返津企事业单位统计周报表 

 

 2020 年 2月 9日 

附件 1： 

市交通运输委关于落实错峰返程运输 

工作部署的工作方案 

为落实好 2月 8日上午，文魁副市长主持召开的全市加强疫情防控做好错峰返程运输

视频会议要求，切实完成好错峰返程运输任务，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请认真遵照执行。 

一、 分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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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实际，成立市错峰返程运输领导小组，市交通运输委王魁臣书记、主任任总

指挥，市道路运输局郭子杰书记、局长任常务副总指挥，道路运输局王世良、张捷、周

虹、祁家林同志任副总指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道路运输局张捷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负责组织推动具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分 4个工作组，具体组成部门及工作分工如下： 

第一组：综合统筹工作服务组 

组长：王刚（联系电话：23549005） 

组成部门：市卫健委、市发改委、市住建委、市教委、市工信局、市人力社保局、市

商务局、市国资委负责此项工作的联络员；局办公室、局党办、局调度中心工作人员 

工作任务：1.负责传达国务院、交通运输部、市委市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等国家及

我市相关部门关于错峰出行工作的各项部署，统筹协调各委办局工作任务。2.积极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加强思想发动和宣传引导，鼓励干部担当作为，

保障各工作机构运转高效。 

第二组：直通车运输需求服务组 

组长：张家琨（联系电话：23549029） 

组成部门：市公安交管局、委科技处、委信息中心、市执法总队、局道路运输处、局

公共交通处、局党办、局发展服务中心、局调度中心、市交通集团、市公交集团工作人员 

工作任务：依托“直达定制包车申请系统”填报的直达班车需求，与相关部门对接重

点群体返程需求，制定点到点、门到门专程直达运送方案，保障返津重点人员的出行服务

需求。严厉打击非法营运，保证返津重点人员绿色通道畅通。 

第三组：“三站一场”运输服务组 

组长：罗晓鹏（联系电话：23549057） 

组成部门：市公安交管局、天津铁路办事处、委综合运输处、委轨道处、委科技处、

委信息中心、局公共交通处、局出租汽车处、局法规处、局党办、局调度中心、市公交集

团、市轨道集团、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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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依托“三站一场”旅客到达信息，精准预判客流高峰时段，提前做好运力

储备，特别是满足市民夜间出行需求，避免旅客大量滞留场站，增加交叉感染风险。 

第四组：货物运输保障服务组 

组长：于君涛（联系电话：23549015） 

组成部门：市公安交管局、市执法总队、各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委设施处、委综合

运输处、委财务处、局道路运输处、局党办、局发展服务中心、局调度中心、市交通集

团、市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 

工作任务：组织货物运输运力筹备，及时调配运力，重点保障防疫物资运输及生活必

需品运输绿色通道畅通。严厉打击非法营运，保证重点货物运输绿色通道畅通。 

二、 工作要求 

一、 实行战时机制 

各单位、部门开展工作要进入战时机制，单位领导、部门负责人要靠前指挥、高位协

调，减少层级，提高效率。切忌层层请示汇报，错过疫情防疫和保障民计民生运输的有利

时机。 

二、 坚决做好防疫防控有关工作 

各单位、部门要坚决落实防疫防控的各项工作部署，按照《公共交通工具消毒操作技

术指南》要求，做到运输工具的通风、消毒、乘客测温、司乘人员佩戴口罩、实载率低于

50%等要求，坚决防止病毒通过交通工具传播。 

三、 加强协调配合 

考虑到疫情影响，各工作组不采用合署办公模式，但要建立微信群，便于开展工作。

各工作组之间、各部门之间要有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加强协调配合，做到统筹联动。 

四、 增强服务意识 

按照市领导和委领导指示精神，对抵津人员的出行需求，要尽最大可能实现点对点直

达运输，进而降低人员通过公共交通工具交叉传染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