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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工商局获悉， 自本
月起，本市试点工商登记“全城通
办”。这是继“一照一码”的营业执
照、“多证合一”办理工商登记，营
业执照全程电子化办理之后，工
商部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又一
项重要举措。

从12月1日起，在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及中关村科学
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北
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试
点科技类内资有限公司 “全城通

办”。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设立登
记业务， 申请人通过北京市工商
登记网上登记平台申报审核通过
后， 可以选择全市任一区级登记
注册大厅提交申请材料办理登记
注册。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允许企业就近或自愿选择登记机
关办理业务， 由原来只能向一个
登记机关申报变为多个登记机关
备选为企业服务。 这一举措突破
了地域限制， 改变原有登记注册
按照属地管辖进行申请受理的传
统模式，为群众提供“点菜”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北京市
环保局昨天发布， 今年以来全市
以重型柴油车为主，“换、限、查”
多措并举狠抓机动车污染管控，
今年1至11月， 全市路检夜查、入
户和进京口检查各类重型柴油车
105.35万辆， 环保部门联合公安
部门处罚12734辆，环保部门单独
执法处罚17609辆，处罚排放超标
起数同比去年增长283.9%。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
2017年， 本市以重型柴油车监管
为重点，通过部门联动、重点突破
的方式，在各进京口和重点路段，

环保、公安、交通等部门依托综合
检查站对外埠进京及过境重型柴
油车开展24小时执法检查。 环保
部门在物流园区、货物集散地、车
辆（集中）停放地，对本地及外埠
进京送货重型柴油车排放情况开
展入户执法检查。各区以“突出重
点，属地管理”为原则，实施了“一
区一策” 监管方案， 通过进京检
查、路检夜查、遥测筛查、入户检
查等综合方式， 加强属地重型柴
油车排放监管。 为保障非道路移
动机械低排放区政策要求落地，
各区在建立非道路移动机械台账

基础上， 督促使用方尽快更换使
用电动叉车，减少柴油叉车数量。
同时，环保、工商等有关部门还加
大对柴油叉车排放检查， 对超标
排放的依法处罚。

2017年1月1日起， 全市全面
供应了“京六”标准汽柴油。该负
责人介绍， 今年本市研究制定了
重 型 车 整 车 和 车 载 诊 断 系 统
（OBD）标准、重型汽车氮氧化物
（NOx）快速测试及限值方法等三
项地方标准， 为严格在用重型柴
油车排放检查提供更有力的标准
支撑。 标准将于近期发布实施。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东航北京新机场枢纽建设暨核心
区工程誓师大会在北京新机场施
工现场召开。 东航将围绕航空生
态系统， 与大兴区积极合作， 建
设和发展航空维修、 航空物流园
区、 航空食品、 航空传媒、 航空
培训等相关产业。 据悉， 大兴区
正在研究制定支持航空企业发展
政策和服务机制， 鼓励航空企业
全产业链入驻， 带动新区经济转
型发展。

目前， 东航正积极就航空培
训基地的选址工作与大兴区深入
对接， 培训基地预计占地规模80
亩， 建成后将成为东航在中国北

方地区的飞行、乘务培训中心。
北京新机场建成后， 东航将

投入150至200架大型宽体和窄体
飞机在北京新机场运行， 开通连
接美洲、欧洲、澳洲、东南亚、日韩
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航线， 与东
航现有的庞大的航线网络形成新
的互动。

据了解 ， 围绕保障新机场
2019年通航， 大兴区积极推进临
空产业布局落地，目前，该区与南
方航空、东方航空、东海集团、奥
凯航空4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积极推动与首都航空、厦门航
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同时， 北京新机场综合服务

楼运营商华润置地、 北京新机场
重要人力合作伙伴融德人才已分
别在安定镇、礼贤镇注册。综合服
务楼位于新机场航站楼北侧，是
集办公、酒店、商业于一体的综合
服务设施， 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
米，与机场航站楼直接相连。

处罚起数比去年增283.9%

东航将在大兴区建飞行乘务培训基地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北京青
年中科创新创业学院昨天成立，
将创建 “科技+双创 ”培训模式 ，
培养青年创新创业人才， 并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服务大众特
别是青年的创新创业。

据悉， 北京青年中科创新创
业学院由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北
京市团校） 和北京中科科技创新
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建，将发挥“中
科创新院” 依托中科院、 科研机
构、高校，面向企业和市场的创新
资源平台优势， 实现产学研深度
融合，让科学家、企业家、金融家
等在学院平台上充分交流互动，

促进成果转移转化。
学院近期将开展三个培训项

目， 其中青创精英训练营正在筹
备中， 将于2018年年初正式启动
招生，每期培养30名青年创业者；
“科学家走青创”将每双月举办一
次， 邀请中科院科学家走进青年
创业园、高校和企业，开展科技成
果对接、科技型项目论证等活动，
建立对话机制， 首场将于12月中
旬举办；“大咖早餐会” 将为优秀
青年创业团队与科学家、企业家、
投资人之间搭设互动平台， 提供
创业青年与创新创业导师面对面
深度交流、面授机宜的机会。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记者近
日从北京市食药监局获悉， 市食
品药品监管局印发 《北京市医疗
器械生产企业管理者代表管理制
度(试行)》，该管理制度共14条，将
于2018年1月1日起实施。

据悉，《北京市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管理者代表管理制度(试行)》
明确了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管理者
代表可以履行的职责， 包括贯彻
执行医疗器械的法律、法规、规章

和质量标准、技术要求；在产品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或发生重大质量
事故时， 代表企业主动向所在地
区监管部门报告相关情况等。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医疗器械
注册和监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制定《北京市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管理者代表管理制度 (试行)》，使
企业明确管理者代表职责， 让企
业真正承担起医疗器械安全的第
一责任。”

本市明年实施医疗器械生产管理制度

责任督学每月至少去一次负责园督导
本市16区已配备835名幼儿园责任督学

本报讯（记者 任洁） 记者从
昨天举行的北京市幼儿园责任督
学挂牌督导工作现场会上获悉，
截至12月4日，本市16区（含燕山）
已配备835名幼儿园责任督学，挂
牌到917所（987址）公办幼儿园和
661所（697址）经审批的民办幼儿
园。按照要求，责任督学每月至少
去一次所负责幼儿园进行督导。

据了解， 各区迅速贯彻落实
全市工作部署要求， 短时间内组

建起一支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
实践经验丰富、 专兼职结合的幼
儿园责任督学队伍， 通过挂牌督
导、 按督学责任区统筹负责等多
种方式， 将辖区内所有幼儿园纳
入监督监管范围， 实施全覆盖的
经常性督导。 这标志着本市幼儿
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的全面
实施。

为保证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
督导工作有序有效开展，市教委、

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将印发实施
《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暂行
办法》， 对责任督学的工作范围、
职责任务以及政策保障等予以明
确。 办法规定责任督导有五项基
本职责， 分别是对幼儿园依法依
规办园进行监督； 对幼儿园规范
办园行为进行指导；受理、协助核
实相关举报和投诉； 发现问题并
督促幼儿园整改； 向教育督导部
门等相关部门报告情况， 提出意

见建议。 办法明确规定了幼儿园
责任督学对幼儿园开展经常性督
导的八个方面主要内容， 包括依
法办园情况、安全管理情况、卫生
保健情况、保育教育情况、师德师
风情况、 内部管理情况、 园务公
开情况和完成其他交办任务情况
等， 要求责任督学要加强对负责
幼儿园的经常性督导， 每月不少
于1次，视情况可随时进行督导。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市政

府教育督导室主任唐立军在会上
提出要求， 各区要加强经常性督
导，促进幼儿园规范、依法办园，
促进幼儿园办园水平提升， 建立
健全幼儿园监督监管长效机制，
推动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落
实。他强调，幼儿园责任督学在经
常性督导过程中， 要重点围绕师
德师风建设、 安全管理和风险管
控、 规范办园行为等方面， 加强
监督监管， 推进整改落实。

1至11月3万辆超标重型柴油车被罚

同时，12万平方米综合服务楼将直通北京新机场航站楼

本报讯 （记者 盛丽）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 在本
市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中， 官厅
水库八号桥湿地是首个开工建设
的湿地项目。 湿地将于明年10月
建成，主要用于涵养永定河水源、
净化入库水质。

位于官厅水库永定河入库口
八号桥下游的这片河道滩地，距
永定河汇入官厅水库的入口处约
4公里，西至大秦铁路，东至八号
桥水文站 ， 沿河道延伸约3.5公
里、宽约700米，总面积210公顷。

官厅水库八号桥湿地工程是本市
今年率先启动的15项工程之一。

新建的210公顷湿地，每日可
净化入库水量26万立方米， 年净
化水量接近0.7亿立方米，将大幅
削减上游污染物。通过植物根系、
菌藻游鱼作用， 可降低永定河来
水中30%的污染物， 相当于每年
减少入库有机物600吨。湿地建成
后，将提升官厅水库入库水质，改
善官厅水库周边水环境， 未来将
成为世园会、 冬奥会周边重要景
观节点。

本市工商登记本月起试点全城通办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昨天，
东城区安定门街道联合城管、公
安等部门，对北锣鼓巷一家速8酒
店的突出式及屋顶式广告进行集
中拆除，以净化胡同天际线，留住
胡同的美。

沿北锣鼓巷自南向北行进不
到百米，路人都会被甲99号的速8
酒店在路边鲜艳的突出式广告牌
所吸引， 顺着广告牌指明的方向
望去， 映入眼帘的是该酒店正面
及侧面两个长约8米高约1.5米的
屋顶式广告。“这些胡同里的各式
广告牌有的设置时间已经很长
了， 由于店家维护不善年久失修
的也不在少数， 该酒店的广告牌
就是其中之一。”城管队员说。

据介绍， 街道按照 “先主干

路、重点大街、重点地区，后支路
胡同，由表及里”的工作思路，已
对辖区内24处60余块违规广告予
以拆除， 后续拆除行动也正在有
条不紊地进行当中， 年前要将辖

区所有违规广告牌匾进行拆除。
据了解，自11月15日以来，东

城对辖区在账记录的1422块广告
牌匾逐步进行拆除， 目前拆除任
务已经完成过半。 于佳 摄

截至目前东城在账违规广告牌已拆除过半

北锣鼓巷开拆广告牌 清理天际线

官厅水库八号桥湿地明年10月建成

北京青年中科创新创业学院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