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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 顺义区大大小
小的技能大赛开展得红红火火。
近日顺义区总工会举办的砌筑工
技能大赛 ， 吸引了50个企业的
310名职工参加预、 决赛 ， 而各
镇、 街道等二级工会举办的汽车
驾驶技能 、 消防设备使用 、 叉
车、 电脑操作、 汽车零件安装等
5场技能大赛， 也吸引了427名职
工参与， 这还不算基层单位开展
的46场、 2100名职工参加的技能
比赛。 提起缘由， 顺义区总工会
权益部部长杨来福表示， 这也是
适应疏解非首都功能， 保障职工
合法权益的一大举措。

多措并举助推职工技能提升
顺义区总工会

调研技能人才一线现状

如何实现顺义区功能定位、
产业转型升级和人力资源结构调
整？ 如何加强顺义区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 充分发挥技能人才在区
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解决
上述课题， 顺义区总工会针对全
区区属企业技能人才现状与建设
开展了一次调研。

调研小组通过对279家区属
企业进行摸底调查， 最终通过企
业与一线职工调查问卷的形式，
调研了162家区属企业和6924名
一线职工。 企业调查问卷数据显
示， 一线职工队伍构成呈现出北
京籍、 男性为主且队伍年轻的特
点。 与此同时， 职工队伍整体学
历、 技能水平偏低， 差距明显。
其中， 无技能等级证书人员在一
线职工中占比69%， 持有职业资
格等级证书职工， 高端不足、 低
端过大特征明显。 这与顺义区产
业升级人才需求以及经济发达国
家高 技 能 人 才 的 比 例 值 30%-
40%， 差距甚远。

支持企业开展技能培训

“调研前， 区总工会已开始
评选区级首席技师和劳模工作

室 ， 并 积 极 推 荐 参 加 市 级 评
选 。 ” 杨来福表示， 调研后， 顺
义区总工会还围绕汽车、 电子通
讯、 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需求，
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技能培训，
并建立技能人才全程免费培训机
制， 对培养高技能人才单位给予
经费补贴， 对获得高级技能人才
和国家、 市级技能称号的个人给
予奖励。

为了更好地提升职工技能，
顺义区总工会积极指导企业为技
能人才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 配
套相应的扶持政策； 企业坚持外
培内培相结合的培训制度； 针对
用人难、 留人难的瓶颈， 部分企
业通过建立职工培训教室， 配备
现代化教育教学设备， 开展校企
合作， 创建实训基地， 优化培训
环境； 企业通过开展岗位练兵和
技能比赛， 以师带徒、 传帮带等
多种形式培养技能人才。

《助推计划》鼓励基层创新

今年， 顺义区总工会还推出
了一大创新———以 “疏解非首都
功能， 促职工技能提升” 为工作
目标， 研究制定了 《顺义区总工

会经济技术创新工作三年助推计
划实施方案 （2017年-2019年）》。
按照 《助推计划》 的相关规定，
顺义区属单位承办区级以上职业
技能竞赛将获得相应的助推资
金； 职工参加市级以上级别技能
竞赛并获奖的， 也将获得相应的
助推奖金。

此外， 在市总工会在职职工
职业发展助推计划基础上， 顺义
区总工会扩大职工取得等级证书
助推范围， 对在2017年至2019年
三年内取得由市职业技能鉴定管
理中心颁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以及北京市邮政通信职业技能鉴
定中心、 北京市邮政行业职业技
能鉴定中心、 北京电力行业职业
技能鉴定中心鉴定核发的职业资
格证书的职工予以一次性助推；
对在区级创新工作室 、 名师带
徒、 创新项目、 创新成果以及一
线职工职务发明专利等评选活动
中获评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助推，
并优先推荐参加市级评选。

杨来福表示， 顺义区总工会
将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助推计划，
并优先推荐被助推单位及职工参
加上级组织的各项更高级别奖项
的评选。

9月8日上午， 在石景山工商
分局登记注册大厅， 北京益贸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震从程
红副市长手中拿到了北京市第一
张 “多证合一、 一照一码” 营业
执照 ， 标志着北京市 “多证合
一、 一照一码” 改革正式启动。

李震介绍， 原来还准备办完
执照后再去食药局申办第二类医
疗器械备案证明， 幸运的是赶上
北京市在石景山区试点 “多证合
一” 改革， 现在通过北京市工商
局的网站就可以把经营医疗器械
的备案申请提交了， 节约了不少
时间， 减少了不少跑路。 “在网
上提交各种材料后， 三个工作日
就拿到了执照。” 李震说。

据了解，石景山区本次“多证
合一、一照一码”试点改革着眼于
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建立了市区
两级多部门之间的网络互联接口
和信息共享和审批平台， 实行申
请入口、审批平台和公示窗口“三
统一”。 凡是纳入整合的备案事
项， 企业办理营业执照时只需到

市工商局的网站同步提交申请即
可， 无须到其他部门反复提交申
请，也无须到多个部门反复跑路。
各备案登记部门将基于信息共享
和审批平台完成一键备案， 窗口
压力得到缓解的同时， 还能全面
及时地获取备案企业信息。此外，
备案登记结果信息将在北京市企
业信用信息网统一公示， 企业和
社会公众均可查询。

石景山工商分局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 石景山区作为 “多证合
一”改革试点区，已在“五证合一”
的基础上，将8部门26项备案事项
率先纳入了整合范围。下一阶段，
北京市层面还将结合深化服务业
扩大开放改革综合试点工作，将
外贸领域的有关备案事项进一步
整合进来， 最终实现17个部门39
证合一。 据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多证合一” 改革预计将于
今年10月在全市全面推行。

首张“多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发出
预计今年10月在全市全面推行

“这款酒味道不错， 请问是
哪个酒庄的？” 9月8日， 为落实
“北京市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
行动计划” 的指导精神， 同时迎
接2018 （北京·海淀） 比利时布
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在海淀
举办， 由海淀商务委员会指导、
海淀区商业联合会主办的 2017
“超市发” 第十三届海淀品牌消
费节在五棵松华熙LIVE·hi-up中
央广场开幕。

活动现场， 嘉宾通过按动墙
上的一个个葡萄酒瓶塞， 逐渐将
“海淀之心” 点亮。 国内外几十
家知名葡萄酒酒庄环绕广场， 并
设置了意大利站—托斯卡纳艳
阳、 法国站—氤氲波尔多等特色
主题小站。 更有许多摊位展现了
富有创新特色的商品， 引来了消
费者观摩和咨询。

海淀商联会常务副会长丁晓

丹介绍， 此次葡萄酒嘉年华活动
融品牌商家葡萄酒展卖、 葡萄酒
品鉴互动、 手工体验、 特色小镇
文创集市等为一体 ， 还将通过
“大众之星” 葡萄酒评选等互动
活动进一步提升国际赛事知名度
和大众参与度。

同时， 在海淀区众多企业还
设立了分会场分别开展线下场景
互动游戏、 以超市发为主的 “放
心肉菜示范超市” 宣传活动、 趣
味亲子活动等， 更多地增加消费
者体验。

本届品牌消费节以 “品味海
淀 乐享生 活 ” 为 主 题 ， 包 含
“寻味单宁之旅” 葡萄酒嘉年华、
“新 零 售 、 新 技 术 、 新 消 费 ”
2017北京 （海淀 ） 商贸生态论
坛、 便民商业服务进社区等特色
系列重磅活动， 将一直持续至10
月27日呈现。

海淀品牌消费节上乐享生活
□本报记者 赵思远

9月9日，“牵手在九九 幸福
系九九” 主题活动在东城区民政
局婚登处举行。 99对提前在网上
预约的新人不仅领到结婚证，还
为对方系上一个个红绳手链。

工作人员介绍，9月9日恰逢
周六， 婚登处只提供预约登记的
服务。 主题活动的通知在东城民
政局公众号发布后， 不少新人都
提前报名。活动中，来自慈善组织
的志愿者为每对新人编制红绳手

链，献上祝福。新人也可以在志愿
者的指导下， 自己动手制作红绳
手链。 刚刚领完结婚证的新郎小
孙牵着新娘小张的手来到现场，
经过指导， 十几分钟后他将制作
的红绳手链系在爱人的手腕上。
“这回她的手我牵得更牢啦。 ”

据了解， 在一些特殊时间点
东城区民政局婚登处都会举办一
些颇具心意的活动， 让每对领证
的新人甜蜜加倍。

东城民政系红绳让新人甜蜜加倍
□本报记者 盛丽

刚刚过去的双休日， 市区两
级环境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放弃休
息， 投入到 “打散治污” 专项执
法行动中， 开展固定源执法。 为
进一步加大 “散乱污” 企业的清
理整治力度， 督促落实网格化监
管要求， 全市环保部门围绕热点
网格、 “散乱污” 企业聚集区，
启动全时执法， 精准打击各类环
境违法行为。

9月9日上午， 记者跟随北京
市环境监察总队执法队员来到通
州区后银子村开展执法检查。 原
本计划前往大兴区， 为什么转战
通州？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监察
队员廉颖介绍， 从凌晨开始， 环
境网格 t112355区域持续报警 。
根据网格提示， 通州区后银子村
这片区域污染浓度较高， 要对这
片区域进行排查。

在排查中， 执法队员发现位
于四支路中段的一条路面正在施
工， 很多砂石料露天堆放， 没有
进行任何苫盖， 不远处3台施工
机械正在作业， 现场也未采取任
何降尘措施 。 根据热点网格提
示 ， 这片区域还在持续报警状
态， 执法人员立即制止施工人员
继续作业。

执法队员立即通知属地镇政
府 。 该工地负责人随后到达现
场， 反映该路段开始进行的是天
然气管道铺设， 随后又对路面进
行加宽建设。 目前， 路面铺设工
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负责人表示
会立刻整改污染情况。 对于该工
地的违法行为， 执法部门将移交
给主管部门进行后续处理。

下午， 执法队来到位于通州
区马驹桥小周易村一家医疗器械

生产企业进行执法检查。 生产车
间内， 工人们正在对拔罐器进行
组装。 市环境监察总队监察队员
桑治东介绍， 该企业在生产中没
有加热环节， 所以没有挥发性有
机物等污染物排放， 检查过程中
也没有发现生产过程有其他违法
排放行为。

当执法队员询问负责人厂区
食堂是否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时，
负责人说早已安装。 走到食堂二
层烟囱的排口处， 执法队员从烟
囱管道周围的锈迹及油渍可以看
出 ， 油烟直排已经持续一段时
间， 并没有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执法人员还发现， 位于食堂右侧
的厂房上， 有一根约15米高的烟
囱。 经询问， 是该企业改造的一
座天然气锅炉房， 负责厂区内供
暖以及生活用水。 而在该企业的
环评手续中却显示： “该项目生
产无需加热 ， 冬季取暖使用空
调， 无食堂。”

桑治东介绍： “环评审批手
续上并没有食堂和天然气锅炉
房， 属于违规建设， 下一步将交
由属地环保局进行进一步处理。”
据悉， 按照环评法， 没有进行环
评审批的违规建设， 会按照总投
资额的5%进行处罚 ， 同时还需
重新进行环评审批， 验收通过才
可以正式生产。

网格化助力环保部门高效执法
□本报记者 孙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