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北京京在在行行动动
优优化化营营商商环环境境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下午， 大兴区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的总体方案、人才服务“兴十
条”、产业政策和基金体系等系
列促进新型营商环境优惠政策
正式发布。今年内，大兴区各类
审批时限将至少压缩一半以
上， 同时还将陆续出台不见面
审批、 国际人才服务等一系列
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

目前， 大兴区正在加快研
究互联网+政务服务，让更多事
项能在网上办理， 打通部门间

数据，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其中，建立大兴区网上服务
大厅， 为办事企业和群众提供
全程“一站式”服务，用“指尖上
的办事大厅” 逐步取代空间上
的政务服务办事大厅， 推进政
务服务大厅入厅所有事项实现
网上审批。同时，成立工商税务
分中心 ， “进一家门 ， 办三家
事”， 开辟新办企业服务专区，
实现 “三个环节 、五日办结 ”的
快捷开办模式 ，执照 、公章 、一
证通一窗一并发放， 新设立企

业在15分钟内可完成营业执照
发放；企业在创办公司过程中，
打字复印、印章刻制、证照寄递
等服务全免费；同时，推行网上
预约、增加人员辅导自助办税、
涉税事项提供套餐服务等措施
促进实体与网上大厅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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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 由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和
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人民政府主
办， 两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的以“对口帮扶送春风，促进
就业助脱贫” 为主题的招聘洽谈
会在涞水县举行。房山企业携854
个就业岗位参会， 助力涞水劳动
者特别是困难群众就业增收。

据悉， 这是房山区与对口扶
贫地区联合举办的首场招聘活
动， 重点面向涞水县劳动者尤其
是建档立卡的贫困劳动力及退役
士兵。 现场， 共有59家企业提供

1554个就业岗位， 其中房山区23
家企业提供了854个岗位，涉及电
子、建筑、维修、家政服务等不同
行业。当天，超过2500名城乡劳动
者到现场求职，468人次与招聘企
业达成就业意向。

招聘会上， 两地还签署了劳
务协作框架协议。今后，两地将就
劳动用工、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政
策和人才交流、人力资源服务、创
业孵化基地建设等方面开展交
流。未来三年，房山区与涞水县还
将互通就业岗位信息， 定期组织
招聘洽谈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昨天，
东北林业大学近百名师生来到中
建二局北京分公司国家知识产权
局工程项目进行观摩交流。

学生们先后参观体验了11大
项实物体验式安全教育和18项
VR、AR可视化虚拟安全事故场
景以及安全体验区、工艺样板区、
扬尘及绿色文明施工设施展示、
项目沙盘模型及BIM建模展示
区、工人生活区等。活动当天，公
司第八项目部经理兼党支部书记
石荣讲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工程

项目是如何展现良好的安全文明
绿色施工形象， 如何将精细化管
理融入项目日常， 如何着力打造
项目亮点等。 陈艺 摄

房山携800余岗位帮扶河北涞水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交管局获悉， 近期
早高峰，西二环、西三环、莲石东
路、西直门北大街、学院路、东北
五环，以及京通快速、京新高速等
进京方向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
况。预计本周早高峰远通桥区、东
三环、北三环、西三环、西直门北
大街、肖家河桥区、莲花池东路等
交通压力较大。

近期晚高峰期间， 东二环 、
东三环 、 东四环 ， 以及机场高
速、 京藏高速出京方向交通压力
较大。 预计本周晚高峰期间， 东
三环北路、 远通桥区、 北三环中

路、建外大街、西三环中路等容易
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 交管部门
提示， 早晚高峰可尽量选择公共
交通， 驾车出行时请关注交管部
门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 错开出
行高峰时间，6:30—7:30避开校园
周边道路。

此外，近期气温持续回升，各
公园的鲜花盛开， 部分公园举办
的主题活动也吸引了大量客流，
周末期间玉渊潭、香山、植物园周
边都出现了车流集中的情况。此
外，远郊景点也是出游踏青热点，
如古北水镇、平谷桃花海等，也容
易吸引大量的客流及车流。

天气回暖公园景点周边成“堵点”

本市首张工程规划许可证发出
本报讯（记者 李婧） 15日，

是北京社会投资建设项目行政
审批流程改革新政满月之日 ，
国贸公寓改造工程成为首个进
入审批程序、 并领到首张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项目。预计4月20
日前将有90个项目陆续取得工
程规划许可证， 成为新政后首
批享受到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便
利的项目。

4月4日， 国贸公寓改造工
程的申请正式提交市规划国
土委， 这次要改造的南北两幢
国贸公寓位于国贸一期用地范

围内。 当国贸公司相关工作人
员提交材料时， 市规划国土委
工作人员向企业介绍改革新
政，这一项目规模不变 、同时
符合建设项目正面清单， 可以
按照第二类现状改建项目直接
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 最终， 4
月13日完成该项目规划手续办
理。

根据国贸公司测算， 因为
市规土委办理时限由20个工作
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施工许可
证办理时限压缩至6个工作日，
加上分专业验收改为联合验

收、“一站式”市政公用接入服务
和“一窗”办理的不动产登记改
革，使得国贸公寓现状改建工程
从规划许可证办理开始到建设
投入使用，政府工作时间只占到
28个工作日，仅前期审批环节就
压缩了近100个工作日。

国贸公寓项目只是全市享
受到本市社会投资建设项目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带来的便利的
项目之一，目前一批符合条件的
项目审批正在办理途中， 预计4
月20日前将有90个项目陆续取
得工程规划许可证。

【本市】03新闻２０18年 4月 17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刘芳│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2018民企招聘月推出“百姓就业超市”
汇集全市资源 开展线上精准招聘、就业指导、用人指导、匹配测评等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昨天，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 市教委、 市
总工会、 市工商联共同召开部署
动员视频会， 决定在今年4月中
旬至5月中旬， 以 “精准服务促
就业 ， 汇聚人才助发展 ” 为主
题，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2018年
民营企业招聘月” 活动。 活动以
2018届高校毕业生为重点， 同时
也面向青年失业者， 去产能、 疏
解外迁或长期停产停工企业职
工，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以及有

就业意愿的本地区低收入农户、
来京务工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等。

今年起， 市人力社保局新推
出了 “百姓就业超市” 互联网服
务平台+公共就业服务新模式 ，
汇集全市就业服务资源， 实现互
联网线上线下资源共享 ， 助推
“民营企业招聘月”。 各区将根据
实际， 深入高等院校、 街道 （乡
镇） 和社区等求职人员较为集中
的场所， 在组织灵活多样的专业

化、 小型化定向或专场招聘会的
同时， 充分发挥 “互联网+公共
就业创业服务” 效能， 依托北京
市 “百姓就业超市” 互联网服务
平 台 （ http://www.bjrbj.gov.cn/
bxjyweb/）， 发布个人求职 、 单
位招聘、 技能培训等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信息， 为服务对象开展
线上精准招聘、 就业指导、 用人
指导、 匹配测评等服务， 使劳动
者和用人单位能够足不出户享受
政府高质量的就业服务。

活动期间， 各区将结合实际
情况， 按照北京市精细化公共就
业服务要求， 依托市人力资源市
场信息系统职业介绍服务子系
统， 多渠道了解2018届高校毕业
生， 特别是家庭困难的高校毕业
生， 以及去产能、 疏解外迁或长
期停产停工企业职工、 农村进城
务工人员、 有就业意愿的低收入
农户、 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等求
职者的就业状况和就业需求。 各
区也将主动采集企事业单位用人

需求和岗位信息， 确保岗位信息
的真实性、 有效性， 有针对性地
开展信息对接和匹配服务。

同时， 市人力社保局将依据
业务系统数据、 满意度调查结果
等信息对各区活动开展情况进行
效果评估， 通过实地检查、 电话
随机访问等方式， 促进各项措施
的落实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各区
也将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对民营企业招聘月专项活动再推
动、 再促进。

社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流程改革新政满月

新注册企业15分钟可领营业执照
大兴发布系列促进新型营商环境优惠政策

今年本市将综合治理杨柳雌株30万株

近百高校师生进工地“体验”安全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
到， 由于前期低温天气， 今年杨
柳飘絮时间较往年推迟一周， 全
市将多措并举综合治理30万株杨
柳雌株。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志翔介
绍， 杨柳飞絮虽然对市民生活有
一定影响， 但杨柳树作为北京的
乡土树种， 在生态作用上有很多
优点。同时，杨柳树还具有释氧固
碳、降温增湿、减菌杀菌、吸收有
毒有害物质等显著的生态功能。

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副处长
杜建军告诉记者， 去年全市启动
了杨柳飞絮治理试验和示范工
程， 结合绿化景观提升疏伐并更
新优良乡土树种、 注射花芽抑制
剂和实施柳树雌株“高接换头”等
技术措施，标本兼治，治理杨柳飞
絮40万株。目前，市园林绿化部门
已经下发通知 ，2018年全市将多

措并举治理杨柳雌株30万余株。
在“治标”方面，将对重点地区的
杨柳雌株注射花芽抑制剂抑制花
芽形成，减少飞絮，并结合林地绿
地管护， 优先修剪杨柳雌株过大
过密的树冠， 减少飞絮产生。“治
本”方面，结合园林绿化景观提升

及更新改造工程，对现有老、残、
病等杨柳树雌株逐步更新改造，
减少飞絮总量。

据了解， 今年全市还将建设
城市绿地1万亩，通过增加城市绿
地总量， 来提高绿地对杨柳絮的
吸附滞留能力。 于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