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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调整生育保险政策 明确参保人员领取待遇时所需证明 在取消晚育假生育津贴的同时——
—

30天生育奖励假享受津贴
本 报 讯（记 者 耿 学 清 ）今 天

北京现行生育保险政策进行调整
完善。
记者注意到，《通知》 将新增
加的 30 天生育奖励假纳入生育

上午，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关
于调整本市职工生育保险相关政
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

津贴支付范围，取消晚育假 30 天
的生育津贴， 并对参保人员领取
生育保险待遇时需提供的证明进
行了明确。

30 天生育奖励假发津贴 取消晚育假津贴
新修订的 《北京市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 于2016年3月24日
经市人大审议通过并实施， 修订
版计生条例增加生育奖励假、取
消晚育假的规定， 调整生育津贴
的发放范围。
凡参加本市生育保险人员按
规定生育的，其享受的30天生育
奖励假纳入生育津贴发放范围，
取消晚育假30天的生育津贴。
市人社局医疗保险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政策调整后，参保人

员享受的国家规定的产假和生
育奖励假期间的工资，由生育保
险基金按照生育津贴支付标准
支付，生育津贴支付标 准为职工
所在用人单位月缴费平均工资
除 以 30 天 再 乘 以 产 假 和 奖 励 假
天数。 既保障参保职工享受现有
生育津贴待遇标准不变，也不增
加企业负担。
根据现行政策，凡是符合本市
计划生育规定生育的女职工，均可
享受128天假期的生育津贴 （国家

规定的产假98天加上30天生育奖
励假）。
因国家自2016年1月1日起取
消晚育假，早于本市新修订的《计
划生育条例》和生育保险政策出台
时间，因此《通知》规定，晚育假的
生育津贴和生育奖励假的生育津
贴不应同时享受。
参保人员在2016年1月1日后
生育，且在《通知》印发前已按原规
定领取晚育假生育津贴的，不再享
受生育奖励假的生育津贴。

明确本市和外埠户籍参保职工所需证明
目前，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
津贴、生育医疗费(含产前检查和分
娩费用） 及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
政策调整后，参保人员生育保险待
遇保持不变。
此前申领生育相关待遇时，本
市户籍参保职工需提供《北京市生
育服务证》， 外埠户籍参保职工需
提供《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生育服
务联系单》（生育保险专用）（简称
《专用联系单》）。
新修订的 《计划生育条例》取
消了《生育服务证》管理，实行生育
登记服务制度。
根据市卫计委颁布的生育登
记服务制度，《通知》规定，参保人
员申领生育保险相关待遇，或因分
娩办理住院手续时，也应当出具计
划生育相关证明。

本市户籍参保人员，符合两孩
以内规定生育的，按照《北京市卫
生计生委关于两孩以内生育登记
服务工作的通知》的规定，需提交
本市卫生计生部门出具的《北京市
生育登记服务单》。
符合再生育规定生育的，根据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再生育行
政确认工作的通知》， 需提交由区
卫生计生委盖章确认的《北京市再
生育确认服务单》。
另外，为确保新老政策衔接，参
保人员在《通知》下发前已办理了《生
育服务证》和《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
生育服务联系单》，但尚未享受生育
保险待遇的， 相关证明仍可继续使
用。 如参保人员已按照生育登记规
定领取了生育保险待遇， 再次生育
时原持有的证明则不能继续使用。

向北京城市副中心输送医疗、教育、文化优质资源——
—

档案馆6月13日至17日开放数千卷档案 其中包含大量珍贵史料

东城将为通州增9000学位

李大钊询问笔录 将向公众开放

昨天上午，
东城区区委书记
张家明介绍了东
城区对接北京城
市副中心建设、
输送优质资源、
优化提升首都核
心功能的举措。
东城区将向
城市副中心输送
辖区内医疗、教
育 、文 化 等 资 源 ，
将力争在通州新
增 医 疗 床 位
3000 张 ， 东 直 门
医院将一院两
区、 主体迁入通
州 。 北 京 二 中 、五
中、 景山学校等
重点中学将入驻
通州， 预计将开
设 294 个 班 次 、
提 供 近 9000 个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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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具有日间照料、呼叫服务、助餐服务等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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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东直门等医院设 3000 张床位
据张家明介绍， 目前东直门医院已与
通州中医院合作床位 800 张。 东城区卫计
委主任林杉表示， 东直门医院计划将在通
州的床位数增至 1200 张。
林杉表示， 东直门医院主要的医疗门
诊、床位等都将迁入通州。 东直门医院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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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唯一可以利用的武器来申明党的立场，揭
露军阀罪行，宣传革命主张。 此次市档案馆在
特藏库展出李大钊询问笔录，就是用档案原件
再现历史，“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此外，在特藏库还可以看到馆藏年代久远
的档案，如形成于1533年明代户部浙江清吏司
郎中李舜臣的诰命、光绪年间的奏折等，可以
看到陈独秀、宋美龄、梁思成、马连良等历史名
人的手迹。
记者了解到，前来参观的公众需通过电话
提前预约参加市档案馆的活动。 另外，市档案
馆还针对1981年至1995年获得“市级三好生”
荣誉称号，且档案馆保存有其相关档案的公众
免费提供档案复制件。

养老驿站 城六区今年拟建150个
景
山
学
校

今年招
高中班

春节后人才招聘会预订

本 报 讯（记者 王 思 思）记者今天上午从市
档案馆获悉，6月13日至6月17日期间， 全市各
级档案部门将联合举办以“档案与民生”为主
题的“国际档案日”活动，市档案馆将展出包括
李大钊询问笔录等在内的珍贵档案。
6月13日是国际档案日。 记者了解到，活动
期间，16个区档案馆将统一面向社会开放档案
5490卷。 其中，继续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特藏库。
据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迎接中国
共产党建党95周年， 市档案馆还专门展出了一
组早期共产党人活动的档案，其中包括李大钊询
问笔录。 这件档案不仅是研究李大钊的重要材
料，同时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难得材料。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审问，李大钊通过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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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留在东城，主要用于科研、教学、保健、
部分医疗等功能。
张家明表示， 东城区未来还将支持北
京中医医院、北京妇产医院、东直门医院在
通州的布局，力争新增床位 3000 张。
张家明介绍， 北京二中在通州的新校
区已投入使用， 高一学生将与二中实行统
一代码。 东城区教委主任周玉玲介绍，与二
中深度联盟的 2 所小学在今年招收的小学
生，6 年后符合政策的将全部直升到二中通
州校区的初中， 初中三年后也将以不低于
50%的比例升入通州校区的高中。
周玉玲介绍， 北京五中在通州区永顺
镇的校区已于今年 5 月开工，确保 2018 年
秋季开始招生。 五中通州校区高中遴选阶
段，也将有不低于一定比例的学生升入五
中通州校区高中部；景山学校将在通州区
台湖镇建立分校区，同时面向通州居民和
东城区的拆迁居民招生， 预计 2019 年投
入使用；史家胡同小学将在广渠路的延长
线上建设新校区。
上述这些学校全部投入使用后， 将提供
近 9000 个学位。 文/记者 马晓晴 制图/李 铭

本报讯（记者 陈斯）便携式床上助浴、爬楼
机……在本市社区内新型的养老驿站通过使
用这些“迷你”设备，可以为行动不便的居家老
人提供洗浴、出行、夜间陪护等服务。 记者上午
从北京市老龄办了解到，今年本市将按照“设
施政府无偿提供、运营商低偿运营”的方式，拟
在城六区试点建设 150 个养老驿站。
据北京市老龄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期本
市制定了《关于开展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的意
见》，按照
“
设施政府无偿提供、运营商低偿运营”
思路，通过统一名称、功能、标识，将驿站打造成为

老年人身边具有日间照料、呼叫服务、助餐服务、
健康指导、文化娱乐、心理慰藉等服务功能的
“
总
服务台”，2016 年，拟在城六区试点建设 150 个。
所谓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就是充分利用社
区资源，就近为有需求的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陪伴护理、心理支持、社会交流等服务，由法
人或具有法人资质的专业团队运营的为老服务
机构。驿站是街道（乡镇）养老照料中心功能的延
伸下沉，作为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是政府为社
区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重要载体和主要
途径，是社区老年人家门口的
“
服务管家”。

健康奔跑成就生命无限可能
雅培赞助 2016 年天津黄崖关长城国际马拉松，与跑者共同见证非凡成就
5 月 21 日， 第十七届
长城国际马拉松在周六清
晨正式开跑。 全球领先的医
疗保健公司雅培携手来自
全球各地 60 多个国家、超
过 2,500 名马拉松跑者一
起用矫健的跑姿和挥洒的
汗水，见证健康奔跑成就生
命无限可能的非凡成就。 来
自雅培的员工沈剑锋蝉联
冠军，陈雪也将女子组全马
季军收入囊中，他们和雅培

参赛的 125 名员工一起，践
行 了 雅 培 “Life. To the
Fullest 生命·健造可能”的
企业使命。
本届长城国际马拉松
“挑战自己，你就是冠军”传
递的精神一样，雅培始终致
力于帮助人们以健康为基
础，开启生命无限潜能。 正
是基于这种高度契合性，雅
培 2016 年继续赞助了这一
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