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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累计调整疏解
353家市场物流中心
□本报记者 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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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进一家门办三家事”

本市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

疏解与提升同推进， 建设绿
地、 打造精品公园； 执行禁限目
录， 关停退出了1341家一般制造
业和污染企业； 构建一体化交通
网络， 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
1000公里……五年来， 本市把有
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作为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
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 在
京津冀更大区域范围内统筹谋
划、 发挥功能、 配置资源和拓展
服务。

疏解提升一体谋划
累计调整353家市场

五年来， 本市疏解与提升一
体谋划， 制定疏解腾退空间管理
和使用意见， 主要用于服务保障
中央政务功能， 推动科技创新，
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市政
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安全设施，
加强生态环境与公共开放空间建
设 。 市发改委副主任李素芳介
绍 ， 五年来本市累计调整疏解
353家市场和物流中心。

据了解， 本市在疏解腾退空
间利用上都有不少成效。 比如，
在生态环境建设领域， 朝阳区西
直河石材市场完成拆除腾退180
万平方米面积后， 已复垦土地和
绿化建设136万平方米。 石景山
区京西商务中心周边环境整治后
正在建设精品公园。

在公共服务领域， 西城区4
所职业高中腾退后的空间用于弥
补中小学教育资源欠账。 西城区
南营房地区腾退空间用于建设百
姓生活服务中心。 在置换产业领
域， 动物园批发市场日均人流量
由5万人次降到1万人次 ， 下降

80%； 天皓城市场升级为创新综
合体， 吸引科技金融、 商务服务
等高端业态入驻。 中关村大街海
龙、 鼎好、 中关村地下广场等电
子及小商品批发市场7.1万平方
米完成腾退， 实施 “主题楼宇塑
造计划”， 形成一批具有创新创
业特色的主题楼宇。

执行禁限目录
不予办理工商登记累计1.64万件

李素芳介绍， 五年来， 本市
严格执行禁限目录， 截至2016年
底， 不予办理的工商登记业务数
量累计达1.64万件， 月均不予办
理的新设市场数逐年下降， 适宜
发展的金融业 、 文化体育娱乐
业 、 科技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
12.77%、 26.76%、 22.53%， 市场
主体疏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断
增强。

不仅如此， 还累计关停退出
了1341家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
业、 提前一年完成2013-2017年
关停1200家的任务。

制定了部分教育功能、 市属
医疗卫生资源疏解促进协同发展
的两个工作方案， 今年压缩教育
培训机构31个， 实现天坛医院新
院试运行， 力争安贞医院通州院
区年底前开工。

三领域成效显著
高速路通车总里程破千公里

五年来， 本市全面贯彻落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加
强重点领域联手合作， 京津冀协
同发展迈向现实， 三大重点领域
率先突破成效显著。

其中， 一体化交通网络全面
构建。 建设国际一流航空枢纽，
新机场航站楼混凝土结构已封
顶 。 打造 “轨道上的京津冀 ”，
涉及北京的国家高速铁路网已全
部开工。 京唐城际、 城际铁路联
络线等正在加紧建设。 完善便捷
畅通公路交通网， 京台高速北京
段竣工通车， 兴延高速、 京秦高
速北京段、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等
加快建设， 2016年底高速公路通
车总里程突破1000公里。

此外， 生态协同治理力度加
大。 制定实施京津冀大气污染防
治强化措施两年实施方案， 联合
发布首个环保统一标准， 实现区
域空气重污染统一预警分级， 应
急联动、 共同应对， 京津冀13城
市 PM2.5、 PM10、 二氧化硫和
二氧化氮平均浓度较2013年分别
下降33%、 34%、 55.6%和4.5%。
实施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工程。 环首都国家公园体系加快
建设， 京冀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
工程持续推进、 122万亩张家口
坝上地区退化林分改造工程全面
完成。

产业 对 接 协 作 不 断 深 入 。
“4+N” 的产业合作格局逐步构
建， 累计签约工业项目60余个、
涉及投资约1000亿元， 2016年北
京企业在津冀投资额较2012年增
长了3.1倍 。 2016年北京向津冀
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13年翻
了一番。

近日， 由北京市职工文化协会主办的首都职工文化素质工程公益
大讲堂暨 《高雅音乐进京医》 走进北京医院。 通过对民族乐器的介绍
和传统经典乐曲的讲解， 伴随 《彩云追月》 《茉莉花》 《月亮代表我
的心》 等优美旋律， 白衣天使们度过一个轻松的夜晚。

本报实习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北京职工体育服务中心安全工作纪实

平安“工体”的背后

高雅音乐进京医

北京工体 （即北京职工体育
服务中心） 作为北京东部地区最
大的综合性体育场馆， 每年举办
国家重大活动、 大型商业比赛、
大型商业演出等活动上百场， 接
待观众过百万人次， 被誉为 “最
北京” 的北京地标， 更成为了不
少北京人的精神家园， 一举一动
都备受社会关注。

面对场馆周边的复杂环境和
重大活动的严峻考验， 北京工体
未发生一例主体责任事 故 ， 在
全国大型综合性体育场馆中位
居首位。 而这一成绩的取得， 离
不开北京职工体育服务中心 “平
安工体” 的工作理念。

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北京职工体育服务中心目前

经营范围涉及体育产业、 休闲娱
乐业、 旅店业、 餐饮业等多种行
业。 场院内合作租赁单位业态繁
杂， 装修改造频繁， 人员安全素
质参差不齐， 安全工作呈现危险
源多、 随机性强等特点。

为此， 北京职工体育服务中心
将安全文化和安全经营紧密 结
合 ， 牢牢坚持 “安全可控 事在
人为” 的 “平安工体” 安全理念，
以及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指导
思想， 充分发挥行政主体、 商户联
动、 全员参与的工作机制， 较好
地杜绝各类隐患。

“即使是裸露在步道上的一
段10厘米的电线 ， 只要被发现
了， 就会被问责。” 如此严谨的
工作作风， 中心安保部部长陈海
和部门其他同事们早已习惯了。

每到重大活动期间， 北京职
工体育服务中心在活动前后， 都
会成立由中心领导、 部门领导带
队检查的两级安全检查管理体
系。 活动前， 组织相关部门对舞
台搭建 、 施工人员现场安全操
作、 场馆电力设备设施等方面进
行不定期不定时的全面安检工
作。 活动期间， 对园区内重点部
位的现场安全管理、 上岗人员在
岗在位情况进行全面监管。 活动
结束后， 中心还非常重视安全检
查管理收尾工作。

正是这样对 “平安工体” 的
坚持与坚韧， 北京职工体育服务
中心才能实现包括 “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阅兵” 等重大活动、
大型商业比赛足球比赛73场、 商

业演出184场、 公益活动105场 ，
接待观众4246738人次 ， 未发生
一例主体责任事故的成绩。 中心
安全保卫部更荣获北京市公安局
给予集体嘉奖， 并被市公安局给
予集体三等功。

日夜不间断巡查
“除了检查之外， 日夜不间

断巡查是最原始但也是最有效的
方式。” 陈海坦言。

每场大型活动或者体育比
赛 前 ， 工体安保部都会启动预
案 ， 7:30、 10:00、 13:00， 巡 查
队员会分三个时间段全部到岗。
“不管你头天是什么班次， 即使
你是早上７点半下班， 当天中午１
点也要到岗。” 陈海说， 他们会
按 班 次 分 配 工 作 内 容 ， 只 要
发 现 不稳定因素 ， 第一时间马
上报告。

陈海在安保部已经工作13年
了， 部门里的27名一线职工都是
他的 “老搭档”。 “我们的平均
年龄在52岁， 经常开玩笑说 ‘我
们都是古董级巡查队’。” 陈海告
诉记者， 别小看这些老同志， 对
“平安工体” 的坚持却绝不含糊。

安全责任到人
陈海记得2015年北京工体圆

满完成了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阅兵 ” 装卸载站场地保障工
作， 并获得了北京市纪念活动领
导小组颁发的北京市服务保障工
作先进集体的荣誉。

从3月16日接到工作任务到9
月3日阅兵结束， 6个多月里中心
全员始终坚守在一线岗位上， 仅
安保部一个部门就加岗91人次、
2535.5个小时， 有的巡逻队员因
班次原因连续工作达 55小时。
对体育场主建筑进行了一次全面
电消检， 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全部
清除， 对场院区229个地下管井
的全面安检排查工作并实行专人
盯守， 更为135家商户1800余人
次进行消防安全培训。

北京职工体育服务中心副主
任 、 主管安保工作的邢运涛介
绍 ， “这些年 ， 面对严峻的考
验， 北京工体始终立足场馆工作
实际， 及时制订工作措施， 科学
制订工作计划， 强化工体精神，
全力做好安保工作， 时刻维护着
首都的 ‘平安’。”

6日， 由大兴区政府主导设
立的大兴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工
商税务分中心正式对外办公。 原
有的区工商分局注册大厅、 国税
局一所服务大厅和地税局一所服
务大厅三个大厅将撤销， 所有业
务统一归集到 “分中心” 服务大
厅办理， 除让纳税人感受到 “进
一家门， 办三家事” 的便利外，
还在统一管理和服务上实现了
“一体化”。

大厅受理130余项涉税业务
“分中心” 服务大厅共设置

76个对外服务窗口， 11间后台审
批办公室 ， 可受理企业注册登
记、 一证通申领、 税务登记和纳
税申报等其他涉税事项业务共
130余项。 采用 “前店后厂” 的
工作模式， 实现前台窗口接件，
后台直接进行后续核验审批， 全
流程各环节都在大厅内完成。

邓会燕是九州众创空间的常
务总经理， 目前已有80家小微企

业入驻， 未来将容纳150家企业，
所有工商、 税务事项均由众创空
间一肩挑 ， 几乎天天都要跑工
商、 税务。 邓会燕说， 同样的业
务以前至少需要两个多小时， 还
需要跑两三个地方， 现在二十分
钟就能搞定， “真正实现了 ‘企
业少跑路， 信息多跑路’， 真心
为工商税务点赞！”

使用统一 “一证通” 窗口
在 “分中心” 大厅， 国、 地

税实行统一取号叫号系统。 该系
统具有纳税人身份认证、 微信预
约和取号、 排队叫号、 办税评价
等功能， 且每个窗口都预留了双
方的业务系统接口， 可实现国地
税窗口业务快速调整和融合。 同
时， “分中心” 与国地税、 工商
积极协商， 以共同进驻为契机，
整合入厅事项和业务流程， 合理
布局窗口， 将流程相关的窗口靠
近， 业务相同的窗口归集， 如三
家使用统一的 “一证通” 窗口，

实现登记全流程的无缝衔接。

探索 “互联网+政务服务”
为方便服务对象， 年底前工

商部门将在“分中心”开通涵盖所
有企业类型的网上登记系统，设
立、变更、备案、注销等各环节均
可通过互联网办理。 同时，“分中
心” 与进驻单位也在积极探索后
台数据传递的新模式，利用“互联
网+政务服务”的优势，实现数据
在各部门间的共享和传递。

“分中心”大厅还设置了24小
时办税区， 满足纳税人全天候办
税需求，并配备了相关服务设施。

大兴设工商税务分中心 税务工商事项一厅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