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管服”是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 优化服务的简称。 自2013
年“放管服”提出以来，北京市先
后有1005项行政审批 、 131项职
业资格认定和80余项涉企收费项
目被取消， 老百姓在申办营业执
照、出入境管理证件等方面，也感
受到了与以往不同的便利。

不出门就能办营业执照

想要办理营业执照， 其实不
用出门， 只要在手机里下载一个
APP就能办理。 市工商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 2008年已在全市范围
内开通了登记注册网上服务系
统 ， 2015年系统进行了优化升
级。 到2016年， 企业登记全程电
子化全面启动， 企业登记全程电
子化工作平台建成， 目前80%以
上的企业都可以通过网上平台办
理营业执照。 工作人员还亲自演
示了用手机登陆北京工商登记移
动客户端， 或者用电脑登录 “北
京工商网上电子平台” 申请注册
工商执照的功能 。 如果审核通
过， 就会形成 “电子执照”， 通
过客户端或者网站个人账户可随
时查看自己的营业执照， 同时如
需纸质版本的营业执照， 还可以
提出申请， 全程不需要跑路。

不到现场办理， 会不会有人
在申请执照时钻空子， 使用虚假
的身份信息呢？ 据市工商局的工
作人员介绍， 平台与全国公民身
份证系统已实现联网核查、 全程
电子化注册登记对被委托人 （经
办人）、法定代表人、股东的身份
会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实名确认。

“以前企业办理营业执照至
少到登记机关跑两次， 一次是递
交材料，一次是拿执照。现在一次
都不用跑就能办理。 企业在申请
执照之前， 要预先审核将要注册
为企业名称的文字。 这个名称登
记时间以前是3个工作日，由工商
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核， 现在
启动了大数据应用，20分钟就能
完成审核。 ”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介
绍， 由于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推
进， 平台实现了与司法机关等相
关单位的信息对接， 建立了信用
信息异常和黑名单制度。 一旦发
现在营业执照的登记中有失信被
执行人出现， 还会跳出弹框告知
申请人此人不能通过登记。

据悉 ， 截至 2017年 5月底 ，
本市已经有1208户企业通过全程

电子化系统申报， 749户企业获
得电子营业执照。

办出入境证件可享免费快递

办理出入境证件只跑一趟
路， 在家门口的派出所就能办。
北京出入境管理总队的工作人员
介绍， 目前全市除了原有的18个
接待大厅外， 有62个派出所可办
理出入境证件。 公民在申请出入
境证件时， 可通过 “北京市公安
局” APP、 “北京服务您” APP，
实现手机预约办证网上一键申
请。 预约成功后， 系统自动提示
办证所需全部材料， 同时自动对
比户籍、 社保等数据信息。 在百
姓到窗口前就已经实现预审。

群众在窗口办理之后， 北京
出入境管理总队推行了 “免费速
递 ” 业务 。 针对60周岁以上老
人、 行动不便的申请人以及预约
办理出入境证件的京籍申请人等
人群， 办理证件后均可以享受免
费速递业务。

五中通州校区实现提前开学

“北京五中” 通州校区正在
如火如荼建设中。 这得益于 “一
会三函” 制度， 该校区将于2018
年9月启用， 届时将实现2700名
学生的入学。

“如果没有 ‘一会三函 ’ 制
度， 估计现在学校建设还没开工
呢。” 北京五中通州校区项目的
负责人王颖斌介绍。

“一会” 是指市政府召开会
议集体审议决策， “三函” 则包
括前期工作函、 设计方案审查意
见以及施工意见登记书三份文
件， 项目单位无需办理施工许可
证所需的13项前置要件， 只需要
满足基本的4项前置条件即可开
工建设， 与原先相比， 审批流程
简化了不少。 去年5月 ， 该项改
革试点启动。

根据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北京市公共服务类建设项目
投资审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
知》， “一会三函” 试点范围是
“北京城市副中心道路、 停车设
施 、 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及教
育、 医疗、 养老等公共服务类建
设项目”， 试点期为3年。

王颖斌介绍， 因为北京五中
通州校区的项目被纳入 “一会三
函” 制度， 该校至少实现提前1

年招生。
而位于通州区的文化旅游区

“管廊” 建设工程同样受益于此。
“管廊” 建设工程服务于环球影
城及周边地区 。 “管廊 ” 是电
力、 电信、 自来水等管线在地下
住的 “房子”。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个 “房
子 ” 如同地铁的通道 ， 高3米 ，
最宽的房子有3.6米 。 “管道入
廊后， 在使用中如需检修就不必
刨开路面， 检修人员由入口直接
进入管廊检修管道。” 承接此项
目的北京建工国通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人柳江介绍， 因有
“一会三函” 制度， “管廊工程”
建设非常顺利， “我们公司2016
年3月设立 ， 9月取得 ‘一会三
函 ’ 中的第一函———前期工作
函， 11月15日取得最后一函———
施工意见登记书， 11月30日即开
工 。 如果不是因为有这样的改
革， 仅仅立项， 我们就得等上至
少半年。”

129项 “奇葩” 证明被废除

据市编办的工作人员介绍 ，
自2013年以来， 本市先后有1005
项行政审批、 131项职业资格认
定和80余项涉企收费项目被取
消。 另有158项许可证由前置改
为后置。 还有129项各类 “奇葩”
证明一次性被取消。

“比如， 老年人申请补办结
婚登记时， 以前按要求， 需要提
交由街道办事处、 社区居委会开
具的夫妻关系证明 。 在调整之
后， 申请人只要提交双方声明或
协议办理， 不再需要提交街道、
居委会开具的证明。” 另外， 工
作人员介绍， 无业人员在申请廉
租住房时， 以前按要求需提交由
街道社保所开具的家庭收入情况
证明， 现在通过申请人提交的家
庭低保证 、 低收入证等凭证办
理， 不再需要提交社保所开具的
证明。

这些证明被取消之后， 调整
为由申请人提供有效证件和自我
承诺的方式， 结合单位内部调查
核实， 实现了 “放权”。

日前， 石景山区实验小学举办 “民族团结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
梦” 民族团结教育成果展示现场会， 通过 “一带一路” 智能编程、 民
族服饰衍纸艺术、 民族建筑3D打印、 民族人物面塑、 民族版画、 民
族手工等校本课程， 以及民族服装秀、 中华武术、 民族游戏、 民族韵
律操等动态活动展示， 呈现了学校将民族团结与育人目标有机结合，
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取得的成果。 本报记者 任洁 摄影报道

小学秀出民族团结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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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不出门即可办营业执照
出入境证件实现“速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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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北京市“放管服”改革成就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安全工作纪实

筑起太庙“平安网”

都说 “天安门无小事， 事事
连政治”， 地处天安门核心区的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太庙），
作为北京市一级公园、 历史文化
名园和天安门地区的主要旅游景
区 ， 平均每年接待各地游客近
300万人次。

文化宫就像一个窗口， 它的
安全稳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形象
和首都政治核心区的安全稳定。
近年来，文化宫结合自身条件，不
断推出安保新举措， 把成熟工作
经验提升总结为工作规范， 不留
死角、最大限度地消除安全隐患。

“网格化”实现安保服务零距离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影
响要求文化宫安全工作必须强化
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做到万无
一失。” 文化宫副主任、 安全保
卫部部长刘元说。 为此， 文化宫
结合天安门地区消防、 治安、 应
急处突以及各部门的业务工作，
制定了安全例会制度、 明确了部
门岗位责任制， 层层分解、 签订
责任书。

“除了大门、 停车场， 我们
重点巡查的区域还有古建筑， 巡
查内容从各殿烟感器、 门锁、 消
防设施、 手持报警器到果皮箱，
都不放过。” 安保部工作人员周
游告诉记者， 建立健全文化宫网
格化、 精细化的管理机制是确保
文化宫安保工作万无一失的前
提， 同时也是秘诀。

三年来， 对全园各部门、 驻
园单位安全检查1492次， 联合消
防部门、 公安机关专项检查162
次， 消防演练166次， 开展各类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448次， 参与
人数达14400人次。

“人防+技防”确保应急零差错

2015年 6月 25日 13点 41分 ，
正在文化宫巡逻的保安员接到游
客报警 ： 后河码头对岸有人跳
河。 这名保安员立即用对讲系统
把情况报告给当天值班队长， 同
时向安保部办公室请求支援。 刘
元得知后， 立即组织巡逻人员、
备勤人员赶往现场实施营救， 同
时另一名工作人员联络派出所。
13点42分 ， 保安救援队到达现
场， 启动巡逻艇实施营救， 其余
保安员疏散围观群众实施警戒。
13点44分， 跳水者成功获救。

处理这起突发事件， 文化宫
安保部门从接警到处理完成一共
用了3分钟。 如此快速处置突发
事件的能力， 得益于文化宫 “人
防+技防” 的安保体系建设。

除了传统的安保系统外， 文
化宫还加入了先进技术， 先后完
成太庙安防系统、 中控室改造及
安防系统升级改造工程， 并投入
资金150余万元改造更新技防系
统， 确保安全无死角 。 2015年8
月， 文化宫微型消防站的正式成
立， 更是促进了文化宫 “人防+
技防” 安保模式的升级。

“我们在自我完善的基础上，
不断提升1分钟、 3分钟应急处突
能力 ， 坚决做到安保实战零失
误、 日常巡逻零盲区、 应急处突
零差错 ， 为预防和消除火灾隐
患， 维护天安门政治核心区和文
化宫安全稳定奠定了重要基础。”
刘元介绍说。

“上下联动”对待隐患零容忍

文化宫定时梳理市消防系
统、 市公安系统、 市总工会等单
位在历次安全检查后提出的问
题， 实行上下联动、 即查即改，
确保安全检查 “全覆盖”， 安全
隐患 “零容忍”。

首先， 建立了主任办公会的
例会通报制度， 及时组织召开中
层干部会议， 传达会议精神， 部
署安全工作会议。 文化宫主要领
导还不定时带队进行安全检查。
此外 ， 文化宫制定了节假日 、
“两会” 期间安保方案、 应急预
案； 为高端艺术精品展览活动制
定活动安保方案、 应急预案。 文
化宫还将充实、 完善的 《文化宫
安全制度汇编》 上报市总工会综
治委 。 而为落实逐级安全责任
制， 文化宫各级干部还签订了多
份安全综合治理责任书……

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平
台建设， 文化宫将安全目标任务
一步步细化分解 ， 形成上下联
动、 条块结合、 分工协作、 相互
促进的责任体系， 打通安保服务
“最后一公里”， 确保每项指标都
落实到位。 在G20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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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等政治活动中， 文化宫用优异的
安保工作， 为平安北京贡献了一
份力量。

□本报记者 任洁

爱心企业向河北山区校捐赠学习包
近日， 北京市新宏状元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联手北京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推出的 “购买一碗
粥， 献出一份爱” 公益活动有了
新进展： 该公司向河北山区学
校捐赠 1000余个学习包 ， 并且
资助了张家口两所学校的 15名
贫困学生。

在北京青基会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 新宏状元公司员工代表带
着礼物， 来到张家口市赤城县马
营小学和赤城县第一中学， 捐赠

了部分学习包 ， 包含书包 、 笔
袋、 签字笔、 橡皮、 考试用尺、
练习本等文具， 同时资助了15名
中小学生。 除了这两所学校外，
学习包还将赠予唐县、 沽源、 万
全、 涿鹿、 丰宁等山区学校的孩
子们。

捐赠仪式后， 公司员工还与
学校师生一起制作美食。 该公司
计划每年向北京青基会捐赠10万
元， 长期资助河北赤城县家庭经
济困难且学习优秀的中小学生，

并支持 “新学年新礼物” 公益慈
善项目， 为贫困地区青少年购买
新学期学习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