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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明天空气质量转好
专家分析：双重因素导致本轮重污染
北京晨报讯（记者 吴婷婷）今天，本
重污染水平。PM2.5小时浓度最高值出
市还将处于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针对 现在唐山。北京市 12日 PM2.5日均浓
本轮污染，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 度达到中度污染，昨日 11时 PM2.5小
中心每日组织专家会商，专家分析说，此 时浓度达到 236微克 / 立方米。
从污染成因看，一方面，从 3月 9日
次污染过程是一次典型的区域累积和传
输过程，预计明天起，冷空气将自北向南 下午开始，区域大部分地区长时间处于
影响京津冀地区，区域污染形势将有所 小风，形成了较大范围的污染辐合带。受
12日开始的系统性偏南风影响，平原地
缓解。
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课题负 区风速较大，使得已经积累了一段时间
责人、北京大学教授胡敏分析说，从污染 的污染气团在太行山前一带输送，并在
变化情况看，此次污染过程是一次典型 燕山山前地区出现滞留，污染程度加重。
的区域累积和传输过程。截至昨日 11 另一方面，这段时间区域相对湿度大，并
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中共 伴随区域性逆温，垂直扩散条件显著降
有 11个城市 PM2.5小时浓度达到重度 低，环境容量大幅减少，更容易造成污染
及以上污染水平，其中 5个城市达到严 累积和二次转化，推高 PM2.5的浓度。通

过对 PM2.5的组分分析也能看出，北京
市硝酸盐浓度和占比均大幅升高，也说
明高湿静稳条件加快了氮氧化物二次转
化。此外，山前城市在环境容量大幅降
低、本地排放不断累积的同时，还受到区
域传输的显著影响。
胡敏表示，从目前的空气质量监测
数据看，虽然部分城市污染程度已经达
到重度或严重污染，但区域上 PM2.5浓
度没有出现大范围的爆发式增长，污染
过程发展相比去年同期不利气象条件下
的污染过程较为平稳，这与环境保护部
从去年 10月份启动的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和当前各地采取的重
污染天气应对措施密切相关。

疾控中心提醒：防范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
北京晨报讯（记者 徐晶晶）近期，随
着新学期的到来，全市各托幼机构及学
校已发生了多起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疫
情。为此，昨日，市疾控中心发布诺如病
毒急性胃肠炎防控健康提示。
针对校内疫情，学校应制定传染病
防控方案及应急预案，定期对学校内公
共场所如教室、宿舍、食堂、卫生间，重点
部位如门把手、楼梯扶手、水池、便器、电
梯按钮等进行清洁及消毒。同时，应配备
充足的消毒物资及个人防护物资备用，
厕所要配备足够的洗手设施及香皂，并
在日常学习活动中有针对性地开展传染

病知识教育及洗手方法培训。校医应在
日常对授课老师或保洁人员做好消毒液
的配置，呕吐物及污染区域消毒方法的
培训等，并对相关人员的日常消毒工作、
发生疫情后的消毒工作等进行质量控
制。校医也要及时向地段保健科及中小
学保健所电话报告疫情。在疫情流行期
间，学校应停止举办各种学生活动，避免
疫情播散。如疫情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流
行病学评估的基础上，托幼机构可根据
医疗卫生部门疫情处理建议停班或停园
3天，学校可在教委批准的基础上采取在
家上课等措施。

此外，疾控专家特别提醒孩子，班级
内如有同学呕吐时，一定在老师的指导
下离开现场，减少感染诺如病毒的可能。
家长需要注意，如果孩子已被感染，务必
要将孩子的便样送到指定地点进行病原
学检测，同时让孩子在家休息至症状完
全消失后 72小时再复课。如果在病原学
检测中粪便或肛拭子发现已感染诺如病
毒，即使没有表现出急性胃肠炎的症状，
也需要在家休息 72小时后再复课。同
时，疾控中心建议家长主动学习并掌握
诺如病毒污染物的消毒方法，避免家里
其他人也被感染。

大兴区60所小学幼儿园
全面推行课后延时服务
北京晨报讯（记者 陈琳）从今年春季
新学期开始，大兴区共 60所小学和幼儿
园正式推出“课后延时服务”。家长不能按
时接走的学生，可以在老师的看管下做作
业，直到晚上 6点半。
在双职工家庭，低龄学生放学无人接
管的问题一直令人头疼。全国两会上，教育
部部长陈宝生表示，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
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
难题。去年，
“课后延时服务”已在 3所小学
及 3所幼儿园试点开展。在前期试点的基础
上，2018年春季新学期，大兴区在大兴新城
直属地区的 60所小学和幼儿园全面试行低
龄学生、幼儿“课后延时服务”，为不能按时
被家长接走的低龄儿童给予免费的集中看
护，直至晚上 6点半。今年 9月，此项服务将
在大兴区 99所小学和幼儿园中推广。
课后延时服务的学生群体为确因家长
工作原因、实际困难，不能按时接走的小学
1至 4年级学生和在园幼儿。此外，坚持家
长自愿、学生自愿、服务教师自愿的原则。
“这项服务主要是为了给家长们雪中送炭，
起到安全看护学生的作用，并不会在课后
延时中教授新知识、新技能。”大兴区教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有服务需求的家长，需要
提前向学校提出申请。

助力三大攻坚战 护航首都经济
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多项并举防范金融风险
防范系统性金融
风险，是坚决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的重要任务。 华夏银行
北京分行贯彻落实中
央精神的重要举措，自
觉肩负起服务实体经
济、 防控金融风险、深
化金融改革的使命责
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合规稳健经营，为首都
现代化建设的新航程
济筑牢安全屏障。

和运行的风险管控、统——
—强化
风险统筹管理、清——
—强化不良
贷款清收处置工作力度、防——
—
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牢固树 防范重点领域信用风险、贯——
—
立“资产质量就是生命线”的合 贯彻落实全面风险管理工作。
规风险管理理念，完善全面风险
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稳步推
管理机制，狠抓资产质量问题， 进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北京分行
积极化解存量不良资产，保持新 积极落实总行《全面风险管理组
增资产质量的稳定优质，积极面 织架构优化方案》，明确了分行、
对矛盾叠加、风险交汇的挑战。 支行两个层级的风险管理职责，
根据监管要求以及银行的风 健全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职能。
险防范制度要求，华夏银行北京 同时，完成了“拨备覆盖率符合
分行制定了“后卫 +守门”式的六 监管要求”的规划目标，不断创
重防范措施 全 面 管 控 风 险 。 新完善管控工具，取得较好的管
查——
—深化整治市场乱象评估和 控效果。此外，从健全风险防控
自查工作、管——
—强化授信准入 机制、优化风险管理手段、加强
六重防控 防范金融风险

命，竭尽全力为首都经济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力。
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积极打
好“三大攻坚战”，为护航首都
经济筑牢合规安全屏障。该行全
面整合风险管理架构，建立信用
风险管理体系、会计风险管理体
系、反洗钱风险管理体系、法律
风险管理体系、制度管理体系、
网点营销和运营团队管理体系，
并借助科技手段，完善管理流
程，实现风险环节硬控制，避免
金融脱实向虚。
同时，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坚
定初心，积极开展结对帮扶工
作，将扶贫帮弱、爱心奉献融入
经营管理中，开创了可持续发展
的公益之路。北京分行还将进一
合规前行 服务实力经济
步落实金融精准扶贫，将金融资
前台业务人员是商业银行 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
风险管理的第一道防线。2017 领域和薄弱环节。
年，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业务人员
此外，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倾
和大堂经理共堵截 104个风险 力支持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和
事项，共计 124人次获得奖励。 绿色发展，持续倡导绿色信贷，
这些前台业务人员的表现离不 支持首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开华夏银行坚持践行合规文化， 型的融资需求，将信贷资金向京
稳健经营。
津冀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倾
商业银行合规前行，才能更 斜，着力打造“绿色银行”品牌。
好地实现服务实体经济这一金 未来，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将继续
融天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多年 响应北京政府部门号召，用金融
来立足服务首都实体经济，不忘 手段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进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牢 一步改善首都生态环境质量。
记作为市属商业银行的崇高使
北京晨报记者 余雪菲
“差错必积分，积分必处
罚”。这是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员
工熟悉的“紧箍咒”。北京分行制
定了适用于全员的“员工差错积
分”，设定近千项差错表现形式，
设立对应的分值，并与经济处罚
挂钩，每季度进行统计并全行通
报，在全行有效地形成了威慑力
量。这项措施是北京分行内控管
理“四大抓手”考核之一。
另一项创新性的抓手是“经
营单位内控评价体系”，详细客
观的按季从业务发展情况、专业
管理情况、内控执行情况等，对
经营单位进行评价，下发通报指
出问题并提改进建议。

风险管理人才培育等方面入手，
将加强金融安全、服务实体经济
的精神落实到经营的全过程中。
戮力攻坚 夯实内控管理

2017年，华夏银行北京分
行向总行申报 12起成功堵截风
险事件，成功堵截事件包括客户
向疑似非法集资账户汇款、中融
佰诚公司冒用华夏银行名义向
客户推介非华夏银行理财产品
等案件。这是华夏银行北京分行
严守规程、堵截风险的缩影，也
是通过构建内控机制，夯实合规
基础取得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