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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行业从业人员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
的通知 

 

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

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更好保障行业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明确责任加

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和相关主管部

门要求，现通知如下： 

一、请各单位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 2020 年春

首知服协〔2020〕5 号 

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北京市专利代理师协会  



- 2 - 
 

节假期的通知》和本市相关要求，依法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在疫

情结束之前，鼓励各单位利用网络办公系统实行分散办公，避免

组织聚会和集体活动。 

二、对本单位从湖北尤其是武汉回京的人员，要提前联系到

人，督促其（含随行的家属和其他人员）回京后直接到属地的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登记、检查，按要求居家观察 14 日，每日向所

在单位或者居(村)民委员会报告健康状况，配合居住地街道办事

处、乡镇政府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管理，配合医务人员对

其自身健康状况的随访或者电话询问等。 

三、对本单位从国外或其他省市回京的人员，要提前联系本

人，督促其回京后居家观察 14 日。 

四、对本单位所出现的发热、乏力、干咳等异常情况的人员，

要督促员工本人第一时间向本单位报告，并立即到就近的医疗卫

生机构发热门诊就诊，主动告知医生旅行史，听从医务人员指引，

配合医务人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五、加强宣传引导，教育提醒本单位全体人员春节期间在家

为主，尽量不外出参加活动，如必须外出参加活动的应当戴口罩。

要注意环境和个人卫生，保持住所通风良好，勤洗手，不随地吐

痰，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或袖肘遮住口和鼻。 

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携手度过非常时期。敬祝大家春节快

乐，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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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附件：1、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定点医院名单 

2、北京市开设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名单 

 

 

 

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北京市专利代理师协会  

2020 年 1 月 27 日   
 

 

 

 

 

 

 

 

 

 

印发：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北京市专利代理师协会               2020 年 1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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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定点医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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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京市开设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名单 

序号 区 机构名称 医院类别 
公立/

民营 

接诊时

间 

医院

级别 

1 

东城区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2 北京市隆福医院（北京市东城区老年病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3 北京市普仁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4 北京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6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7 

西城区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8 北京积水潭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9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10 北京市健宫医院 综合医院 民营 8 小时 三级 

11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1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儿童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1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1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15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16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17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18 

朝阳区 

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 综合医院 民营 24 小时 二级 

19 北京和睦家医院 综合医院 民营 24 小时 三级 

20 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21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22 北京市朝阳区中医医院 中医（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23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24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25 航空总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26 民航总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2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2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2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传染病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30 应急管理部应急总医院(原煤炭总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31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中医（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32 中日友好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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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丰台区 

北京博爱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34 北京丰台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35 北京航天总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36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37 北京市丰台区铁营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38 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39 国家电网公司北京电力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4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4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传染病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42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43 

石景山区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44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45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4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47 

海淀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48 北京大学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49 北京老年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50 北京市海淀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51 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北京市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职业病防治院 公立 8 小时 二级 

52 北京市上地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53 北京市社会福利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54 北京水利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55 北京四季青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56 航天中心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57 清华大学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5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铁路总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59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中医（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60 

门头沟区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61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62 北京市门头沟区中医医院 中医（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63 

房山区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64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65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房山医院） 中医（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66 北京燕化医院 综合医院 民营 24 小时 三级 

67 中国核工业北京四 0 一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68 

通州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6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7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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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顺义区 

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妇幼保健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72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73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74 北京市顺义区中医医院 中医（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75 

昌平区 

北京大卫中医医院 中医（综合）医院 民营 8 小时 二级 

76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综合医院 民营 24 小时 二级 

77 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78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 儿童医院 民营 8 小时 三级 

79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80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医院(北京市昌平区南口中西医结合

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公立 
8 小时 二级 

81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82 北京市昌平区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83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84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 中医（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85 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民营 24 小时 三级 

86 北京小汤山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8 小时 二级 

87 

大兴区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88 北京市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89 北京市仁和医院 综合医院 民营 24 小时 二级 

9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南区)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91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南区 中医（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92 

怀柔区 

北京怀柔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93 北京市怀柔区第二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94 北京市怀柔区中医医院 中医（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95 

平谷区 

北京市平谷区妇幼保健院 妇幼保健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96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97 北京市平谷区中医医院 中医（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三级 

98 

密云区 

北京市密云区妇幼保健院 妇幼保健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99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100 北京市密云区中医医院 中医（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101 延庆区 北京市延庆区医院 综合医院 公立 24 小时 二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