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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拟再次取消一批证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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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婧） 近日，
北京市对部门之间互开互要的84
项证明提出调整方案。今起，这些
证明取消后的办理方式在首都之
窗公开征求企业和市民意见。

这84项证明涉及低保、社保、
医保、结婚登记、申请小客车购买
指标、收养子女、中医医师资格，
土地招拍挂、申办彩票销售网点、
设置医疗机构、宗教团体设立等。
市民可通过三种方式提出意见建
议 ： （一 ） 电话 ：010-85120600；
（二 ） 电子邮件 ：qlzm0808@126.
com；（三） 信函方式邮寄至北京
市政府审改办，(地址： 北京市东
城区东交民巷20号509室， 邮编
100006，并请在信封上注明“清理
证明建议 ”字样 。)本次公开征求
意见截止日期为2017年7月14日
18时。

2016年底，市、区两级公布取
消调整了129项要求基层开具的
各类证明， 市政府审改办负责人
介绍，以广外街道办为例，清理证
明前共开具各类证明约1.8万余
件，清理后半年下降到5000余件，

年办理量下降了44%。
据介绍， 本次拟取消调整的

84项证明中， 有5项直接予以取
消。比如，企业申请设立彩票销售
网点时， 需提交5万元的存款证
明。 市审改办相关负责人说，“这
类证明难以保证企业具有相应的
资质， 属于没有意义的证明。今
后，予以直接取消，不再要求申请
人提供。”

79项证明取消后调整办理方
式。其中，30项调整为依据申请人
现有证件、凭证办理。比如，企业
申请新建畜禽屠宰场、 申办机动
车维修经营许可时， 都需要申请
人提交产权方出具的相关场所的
产权证明。 审改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这类证明予以取消，拟
调整为申请人提交相关场所 《产
权证》及租赁合同办理。

23项证明调整为 “部门告知
标准规定+申请人提交书面承
诺+政府部门事中事后监管 ”办
理。比如，农转非人员申请办理失
业登记时，需要申请人持《转非劳
动办身份确认表》， 先后到村委

会、乡（镇）政府、区人社局加盖三
级的公章。今后，这类盖章环节全
部取消，拟调整为“政府部门告知
标准规定+申请人提交书面承
诺+部门事中事后监管”办理。

有23项证明调整为部门内部
调查办理。 比如北京市专利权人
申请专利商用化资助时， 需要申
请人到国家知识产权局自费印制
近三个月专利登记簿（副本）以验
证相关资质。“从实际看， 该专利
资质属于政府部门内部管理事
务，不应由申请人承担。”市审改
办相关负责人说，今后，这类手续
取消， 拟调整为部门内部调查核
实办理。

另有3项调整为网络核验办
理。比如，企业申请购买小客车指
标期间， 如果企业名称变更需提
交由工商部门开具的变更证明。
“目前，市工商部门已通过企业信
用信息网实时对企业名称变更情
况向社会公开。”市审改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 今后这类证明予以取
消， 拟调整为交通部门通过企业
信用信息核验办理。

今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由国际
二战博物馆协会、 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 北京和平教育基金
会联合主办的 “纪念中国全民族
抗战爆发80周年国际二战博物馆
馆长论坛”7月6日至10日在北京
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等
13个国家的36家二战博物馆馆长
及代表、 二战史专家学者共70余
人参加论坛活动。

论坛期间， 来自俄罗斯列宁
保卫战纪念馆、 美国国立二战博
物馆、 美国休斯敦犹太大屠杀纪
念馆、白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
乌克兰二战历史纪念馆等国际知

名二战博物馆馆长及负责人围绕
“七七事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二战类博物馆在反对战争维护世
界和平的作用”等主题进行发言。

与会代表认为， 七七事变及
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应在更宽广的
视野下进行， 中国全民族抗战为
推动人类和平进程发挥了重大作
用； 二战博物馆作为收藏保护二
战记忆、 研究展示二战历史的重
要场所及机构，有责任与义务，以
国际二战博物馆协会为平台，开
展交流与合作， 增进各国人民对
二战历史共同回忆， 树立正确的
二战史观。

本市提前完成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6日，
记者来到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
桥， 作为未来连接北京和张家口
铁路干线———京张高铁的一项重
大工程， 自去年三月份至去年底
已完成主桥下部结构的施工，今
年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主桥上部结
构施工， 预计十月底完成， 计划
在2019年12月实现通车。

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跨
越官厅水库，全桥长9077.89m。其
中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主桥
设计为8个110米的简支拱形钢珩
梁。主桥施工采用顶推法进行，计
划以平均每个月一孔的速度进行
顶推施工。据介绍，工程施工的难
度在于对环保的要求高， 钢梁全

部在岸边拼装， 通过推拉方法吊
到湖面中间， 从而减少湖面作业
时间；另外，钢梁拼装的精度要求
高， 一孔梁大概有3万多条螺栓，

且在三年工期内，11月到次年3月
的冰冻期基本处于停工状态，所
以工人们要提高施工效率以完成
预期目标。 赵思远 摄

本报讯 “我们召开研讨会
的目的就是要勿忘国耻， 弘扬我
们的民族精神 。” 7月7日上午 ，
全民族抗战暨卢沟桥事变八十周
年研讨会在大兴区桃花源举行，
有关方面负责人、 历史研究专家
和学者共30多人出席了研讨会。

当天， 著名集报爱好者彭援
军带来了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

《大众日报》， 上面记载了我国军
民抗击日寇的新闻报道， 受到了
大家的好评。 著名乡土作家刘俊
杰曾出版过五六部描写历史题材
的书籍， 这次他带来了电视剧剧
本 《卢沟桥》。 这部100多万字的
剧本， 是他根据收集的众多材料
写成的。 目前正在筹备摄制组，
有望尽快投入拍摄。 （艾双新）

卢沟桥事变八十周年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昨
天从朝阳区教委获悉，9项第十二
届区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得者刚获
表彰，2017年第十三届教育教学
成果奖评审工作同时启动。

据了解 ，2016年朝阳区教育
教学成果奖坚持以课改方向为指
引，聚焦热点难点问题，突出教学
实践和课程建设， 以学生发展为
根本，兼顾工作实效和学校特色，
共收到39个单位申报的81项成
果，经过专家组的独立评审、现场

评议和投票表决，评选出9项“年
度成果奖”和10项“年度提名奖”。

根据要求 ， 凡是2013年8月
以来， 在朝阳区学前、 基础、 职
业、 特殊等教育领域中经过两年
以上实践检验， 在区内教育教学
改革方面取得较大影响， 并具有
一定推广价值的集体个人成果均
可申报第十三届教育教学成果
奖， 涵盖课程类、 教学类、 德育
类、 管理类四大类， 申报时间为
8月20日到30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7月6
日 ， 满载首都市民深情厚谊的
200套文具及4万件衣物， 在北京
市捐赠物资分类处理基地经过标
准分拣、 清洗、 消毒流程， 送到
了河北省蔚县， 用于援助当地困
难群众和山区学生。

活动的主办方北京市接受救
灾捐赠事务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 这批物资来自北京市民的
捐赠， 由社会组织走乡入村开展
前期调研， 了解需求， 并与当地
民政部门对接， 体现了京津冀三
地捐助工作的充分合作。

据了解， 本市为落实 《北京
市社会力量参与捐助工作管理办
法》， 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
捐助工作， 运用社会力量自身的
资源和优势， 弥补政府在人力、
物力方面的短缺， 以实现对困难
群众的精准化帮扶 。 《管理办
法》 出台前后， 北京市捐赠中心
先后与北京暖阳捐助促进中心等
社会组织合作， 十余次将北京市
民捐赠衣被及物资送往内蒙古赤
峰等贫困地区。 三年来， 与社会
组织合作援助衣物达到30余万
件， 使内蒙古赤峰及京津冀地区

百余个贫困村20余万贫困群众受
益。 这次的4万件捐赠物资全部
由北京暖阳公益捐助促进中心送
往河北省蔚县， 并组织志愿者进
行发放。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按照北
京市本年度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任
务措施， 今年本市将再完成4000
蒸吨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实
现市域范围内10蒸吨及以下燃煤
锅炉基本清零。昨天，市环保局发
布，截至6月底，本市已完成1542
台、4235蒸吨的燃煤锅炉改造，提
前完成了全年确定任务量。

除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
外，今年本市要完成1万蒸吨燃气
锅炉低氮改造任务， 督促燃气锅
炉业主单位氮氧化物达标排放；
实现朝阳、海淀、石景山全区和南
部四区平原地区基本无煤化，在
农村地区完成700个村庄煤改清
洁能源工作。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

本市高度重视燃煤锅炉清洁能源
改造工作，各区自我加压，不仅对
任务要求的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
炉实施改造， 还将具备改造条件
的10蒸吨以上的大锅炉纳入改造
范围。截至6月底，全市共有9699
蒸吨燃煤锅炉进入在施阶段，其
中已完成4235蒸吨， 提前完成了
今年任务量。

市救灾捐赠中心携社会组织爱心援助

法国MND集团助力冰雪设施制造国产化
7日， 记者来到中煤集团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厂区， 探

访了冰雪索道生产项目的相关进展情况。 据介绍， 相关产品生产已经
进入筹备阶段， 公司计划到2022年前生产50条索道， 目前， 与公司合
作的欧洲著名户外雪地运动装备制造商———法国MND工程师团队已
经进驻生产现场， 预计年底生产出样机。 张家口煤矿机械公司主要生
产矿用链条， 拥有强大的装备制造能力， MND集团将发挥技术优势，
助力我国相关冰雪设施建设实现国产化。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36名二战博物馆馆长“共话和平”

本报讯（记者 唐诗）近日，石
景山区五里坨街道党员教育培训
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这是全市成
立的首家街道级党员教育培训中
心。 中心能容纳80人同时学习，9
月份开始首期培训。

据悉， 该培训中心教学地点
设在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
室面积100平方米，配有全套多功
能教学设备， 能满足80人同时学

习 , 将重点承担五里坨街道机关
党员干部、区街两级党代表、各个
基层党组织的六大轮训培训任
务。 参训学员每年培训12个学时
以上并考核，合格将予以结业，每
期培训还将评选优秀学员。同时，
针对不同的目标人群， 培训中心
将设立专属的学习计划。 首期培
训将于9月份正式开始，今后还将
考虑向辖区外单位开放。

全市首家街道级党员培训中心成立

朝阳区表彰教育教学成果奖得主

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后年底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