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下个月就退休了， 这可
咋办？” 不久前， 北京户籍的郭
女士来到西城社保中心转移接续
窗口， 申请将天津的养老、 医疗
保险转入北京， 当听工作人员说
如果按正常申请， 大约需要三个
月才能完成社保转入进京的全部
手续时， 她非常焦急。

原来郭女士今年5月份即将
到达法定退休年龄， 而异地办理
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手续需要经过
三个流程： 西城社保中心在受理
当事人转移申请后， 再出具并邮
寄 《联系函》 给外地社保经办机
构； 当地社保机构收到函后， 再
出具养老和医疗关系变更的信息
表， 并通过银行汇款转移基金到
西城社保的账上； 西城社保中心
在收到 《信息表》 并确认转移基
金到账后， 再进行最后的录入与
审核环节。 按正常流程， 每一步

都是在15个工作日受理办完， 再
加上相互邮寄信函往返的全部时
间， 整个转移手续的办结大概需
要3个月。

“您别急，针对您这样的特殊
情况，我们开设了加急通道。您可
以自己直接拿着我们给您开的
《联系函》 去天津办理社保转移，
再把天津那边给您开的所有与社
保转移接续有关的信息表全部拿
回来交给我们， 我们在确认收到
天津转过来的您在那边缴的社保
费用后，马上就可以给您办完。 ”
社保中心工作人员一边安慰郭女
士，一边一项项地交待她。

“这样好，这样好！ 你们想得
可真周到。 ”当天，郭女士就拿着
西城社保中心开出的 《联系函》，
直接到天津办完了所有社保进京
转移手续， 而且基金也顺利于当
天转到西城社保的账上了。

“现在真是方便，京津冀协同
发展不仅让交通越来越便捷，各
地社保部门在优化服务方面也越
来越人性化了。 ”当郭女士把从天
津带回的社保转移信息表交回西
城社保中心时，由衷地感慨。

据悉， 一般情况下， 异地社
保关系转移接续办理时， 都是由
各区交由市社保中心统一邮寄挂
号信。 如果碰上情况急的， 西城
社保中心再根据种类为群众解难
题： 一是采用特快专递的方式邮
寄 《联系函》， 二是碰上如郭女
士这样特殊的， 开出 《联系函》
后交由本人亲自带去异地直接办
理社保转移， 提高转移速度。 中
心转移接续经办人员还会在每个
月的月初， 筛选出即将到达退休
年龄的参保人， 优先进行 《信息
表》 的录入、 审核工作， 确保参
保人能如期办理退休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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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陈绿 谢广淑

40万郁金香
盛放植物园

4月15日， 雄安新区容城县
委组织部与中建二局党组织创建
的 “政企党建共建点” 活动在雄
安容城举行， 来自京津冀片区项
目的员工和农民工代表300余人
共同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活动中中国三沙市雷锋班创始人
郭建齐为公司党员雷锋志愿者服
务队授旗， 青年书记代表、 白沟
项目书记黄欢举起党员雷锋志愿
者服务队队旗在现场高高飘扬。

在雄安新区成立一周年之
际， 雄安新区首个政企党建合作
的先行试验点， 是在探索政企共
建新模式中做出的大胆尝试， 并
以党建引领加强项目建设， 服务
雄安新区发展。 雄安新区容城县
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王小伟与中
建二局总经理助理、 工会副主席
唐立新为共建点揭牌， 并表示双
方将定期开展党建工作交流， 共
享党建工作信息， 激发党建新活
力， 形成互带互动、 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共同发展的政企基层
党建工作新格局。 此外， 双方还
将在帮扶助困、 志愿服务、 环境

治理、 农民工关爱等方面开展深
入合作。

现场， 中建二局年轻的党员
志愿者尚宝山等还用快板说唱的
形式带来一段新颖的 《唱响十九
大》 表演； “工地百灵” 关丹妮
深情演唱了 《不忘初心》， 现场
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现场还
播放了党建反腐大戏 《人民的名
义》 中的著名党课 “我为共产党
人的特权骄傲” 视频片段； 全体
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让誓言与承
诺铭记于心。

“这堂党课上的太有意义了，
老一辈党员把牺牲作为党员的特
权， 把背炸药包视为荣耀， 这才
是党员应该有的先进性。” 黄欢
感慨道。

据了解， 中建二局党组织以
“党建文化进工地” 为载体， 同
时做好党建文化和安全文化建
设， 其中一公司在河北地区共有
34个党支部200多名党员， 今后
将充分引领党员 ， 发挥先锋模
范 作 用 ， 为雄安新区建设做出
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关同光 祁雁/摄

□本报记者 彭程 文/摄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州推行“河长检长警长”联动制

4月13日，中车二七机车公司
迎来诞生第121年。百年二七历经
风雨洗礼， 孕育了北京近代工业
产业，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二七工人运动的主要策源地，这
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队
伍， 这里创造过铁路机车及轨道
装备行业的多项中国第一。

据了解， 从新中国第一台内
燃机车从这里诞生至今， 产品由
传统内燃机车向高端内燃机车、
电力机车、 铁路工程机械、 重型
矿山产业方向升级迈进， 市场经
营格局多元化， 实现了产、 学、
研全方位创新突破， 整体提升了
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能力。

二七老厂在经历了百余年制
造业从业生涯之后， 终于迈出了
跨行业华丽升级的第一步， 中车
二七厂1897科技文化创新城正以
全新的姿态大踏步迈向第三产
业。 二七老厂本次的转型主要是
响应北京市和中车疏解非首都功

能的号召， 作为在京央企做出表
率作用， 也为自己迎来一次全新
的蜕变。

2018年3月31日 ， 是留给二
七全面完成制造任务的最终时间
节点， 工人师傅们加班加点、 耐
心细致地雕琢着最后的作品， 为
自己， 也为二七， 画上最为圆满
的句号。 带着所有人的不舍， 最
后两台为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的GK1E内燃机车终于
要出厂交付用户， 百年二七制造
业也完美收官。

据悉， 未来的二七厂既要保
留红色历史文化和工业文化遗
存， 又要打造以数字新媒体文化
创意产业、 人工智能信息化服务
等高科技产业、 高端轨道交通装
备研发和文化旅游为主的科技创
新园。 今年年中， 二七厂转型的
一期启动区就将正式完工亮相，
不少高科技和文化的龙头企业和
明星也表示入驻意向。

雄安有了首个地方和央企党建共建点

施行 “河长＋检长＋警长 ”
联动执法机制 ， 效率高 、 力度
大、 见效快。 近日， 通州区水务
局执法人员在河道巡查时发现，
凤港减河右岸南仪阁村段被人倾
倒了大量生活垃圾。 随后， 区水
务局、 检察院、 公安分局、 环保
局组成的联合执法组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甄别取证、 了解情况。 仅
用一天时间， 岸边垃圾被全部清
理干净， 违法线索也移交公安机
关作进一步处理。

垃圾占地约200平方米，主要
包括衣物、纸盒、破布等废旧生活
用品以及碎砖块等建筑废料。 附

近村民表示， 原本优美的环境因
突然间被倾倒垃圾变得脏乱不
堪， 大风还把一些垃圾刮进了河
道内，如果不及时清理，不仅对生
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到汛期会
阻碍行洪， 形成安全隐患。

据了解， 此次风港减河联合
执法是今年以来通州区第四次联
手治河行动。 2018年， “河长+
检长+警长” 联合工作机制全面
启动， 通州区水务局与公安局通
州分局成立了 “联合执法警务
站”。 在每条河都有 “河长” 的
基础上， 设置相应的 “警长” 和
“检长”， 用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

相结合的方式， 加强涉水执法的
力度， 为今后涉水重大案件联合
执法积累了经验。 “我们只有行
政执法权， 没有刑事执法权， 以
前在查处违法行为的时候总是感
觉力不从心 。 现在有了联合执
法， 我们处理的时候就有了更多
的手段和力量 ， 威慑力也加大
了。” 通州区水务局工作人员说。

接下来， 通州区将进行水环
境治理专题研究， 促进从管理监
督体制机制上进一步健全完善，
力争建立统筹防控治理机制， 为
实现北京城市副中心水清岸绿的
目标提供保障。

4月15日，清华大学附属北京
清华长庚医院举行了以 “珍爱你
的嗓音”为主题的公益音乐会。

西城区金融街少年宫金鸽合
唱团的孩子们， 在音乐会现场表
演了《小背篓》《卓玛》《北京胡同》
《花木兰》等经典曲目，清亮的童
声引起阵阵掌声。 据悉，4月16日
是“世界嗓音日”，此次活动由来
自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嗓音医
学中心的专家及康复患者、 中央

音乐学院嗓音研究中心教授、西
城金鸽合唱团一同参与， 用科普
讲堂、 歌曲表演的方式让人们爱
惜嗓音、科学用嗓。

记者了解到， 从北京清华长
庚医院嗓音医学中心的接诊情况
来看， 以慢性喉炎与声带息肉的
患者居多。 嗓音医学中心曲玥医
师介绍， 慢性喉炎多表现为反复
发生的程度较轻的声音嘶哑， 可
伴有咽干、 咽痒、 咽痛、 咽异物

感及频繁清嗓等咽部不适感 ，
“治疗需针对病因应用相应药物，
还要注意改变饮食习惯， 尽量减
少辛辣、 油腻饮食。”

“嗓音医学是研究生理、 病
理状态下发声功能的科学， 探讨
嗓音障碍的病因、 发病机制、 治
疗及预防， 涉及到正常嗓音、 病
理嗓音和艺术嗓音， 优美的嗓音
需要科学爱护。” 嗓音医学中心
主任叶京英说。

4月16日， 位于北京植物园
科普馆西侧的郁金香展区进入最
佳观赏期， 130余个品种的40万
株郁金香陆续开放。 今年展区的
设计灵感来自于 《秘密花园 》，
用奇幻的花朵与鲜艳色彩构建花
的海洋。 蔓延的花枝， 抽象的叶
蔓、 小桥、 莲花犹如一幅用郁金
香绘制的春日画卷。

本报记者 邱勇 文/摄

让城市副中心水清岸绿

□本报记者 唐诗 通讯员 韩冬野

“世界嗓音日”关注嗓音疾病

西城社保开“加急通道”服务群众

百年二七厂将转型科技创新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