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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 行行 动动

北京多项措施优化营商环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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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新闻２０18年 12月 6日·星期四│本版编辑 周潇潇│美术编辑王巍│校对 吉言│E—mail:ldwbgh@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05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北京先后制定实施 《关于率
先行动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
案》、 “9+N” 系列政策、 《北
京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
划 （2018年-2020年）》， 努力营
造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营商
环境。 总的来看， 各项措施落实
进展良好， 本市营商环境改革取
得明显成效。 截至10月底， 《关
于率先行动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实
施方案》 确定的136项任务完成
131项， 剩余5项正在积极推进。
“ 9 +N” 系 列 政 策 全 部 落 实 。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
计划》 2018年117项改革任务已
完成85项， 剩余32项加快推进，
预计年底能够完成。

实现群众办事“一门受理”

“真的很省事。” 昨天下午3
点， 在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二层
税务局窗口前， 市民张先生顺畅
且迅速地完成了非京籍个人购房
个税复核的相关事宜。

据了解， 本市营造更加高效
的政务环境， 让办事人感受到便
捷和贴心， 简政放权力度不断加
大。 公布2017版市区统一权力清
单， 除行政处罚外， 精简比例达
35.9%。 2017年以来取消130项证
明事项和85项中介服务事项， 保
留事项均印发全市执行。 通过取
消压减一批、 简化优化一批、 整
合规范一批， 将现有2298项市级
审批服务事项精简至1121项、 精
简51%， 区级独有事项精简比例
也达半数以上。

涉企证照实现 “二十四证合
一 ”，38万市场主体享受改革便

利 ，全面推开 “证照分离 ”，解决
“准入不准营”问题。 开办企业环
节从原来7个压缩为4个， 办理时
间从原来的24天压缩到8天，北京
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开办企业完全
免费的两个城市之一。 率先推出
小微企业获得电力“三零”服务，
办理环节从6个缩减为3个， 平均
用时由141天大幅缩减到34天。

此外 ， 本市 “一网一门一
次” 改革加快落实。 发布实施本
市 “一网一门一次” 改革任务清
单 ， 大力推进 “一网通办 ” 改
革， 预计年底前市区两级行政审
批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 90%以
上。 基本完成市级政务服务事项
进驻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 实现
群众办事 “一门受理 ” 。 预计
2019年元旦后， 市政务服务中心
综合窗口试运行， 西城、 海淀、
门头沟、 怀柔区政务服务中心综
合窗口已投入运行， 其他各区综
合窗口改革积极推进。

构建“多规合一”等工作机制

昨天下午4点， 在北京市政
务服务中心四层， 市民张彩霞正
在咨询关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的相关内容。 “便捷、 高效、 贴
心。” 咨询后的张彩霞这样总结
道， “原来办理这个许可证要跑
多个部门， 需要的周期也很长。
现在周期缩短很多天， 基本上三
天就可以完成相关办理了。”

本市还营造了更加便利的投
资贸易环境。 其中， 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试点向纵深推进。 落实
2018版全国负面清单 ， 降低金
融、 科技等领域外资准入门槛，
出台实施关于扩大对外开放提高
利用外资水平的意见， 97%以上
的外资企业设立与变更事项由审
批改为备案， 1-10月实际利用外
资144.6亿美元、 同比增长11.1%。

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得新进

展。 出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构建 “多规
合一 ” “多图联审 ” “多验合
一” 等工作机制， 不动产登记实
现 “一窗办理”， 试点企业投资
项目承诺制。 经世行认定， 社会
投资建设项目办理时限由208天
压缩至137.5天 ， 不动产登记办
结时间由原来19.5天压缩至9天。

此外， 跨境贸易便利度明显
提升。推广“单一窗口”，基本实现
外贸关键业务全覆盖。 加快关检
融合，合并124项报关报检申报项
目。建立与天津市联动机制，跨境
贸易货物从抵港到提离全流程时
间实现48小时进口通关。

创新创业环境提升

据介绍， 本市努力营造更加
优越的创新创业环境。其中，产业
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 发布实施
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10+3”系列
政策， 对新能源智能汽车、 新材
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产
业发展制定“路线图”、亮出“信号
灯”， 前三季度合计占GDP比重
21%的信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
增加值分别增长18.2%、8.1%，对
经济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此外， 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 在2017年为企业和社会减负
约400亿元的基础上，2018年新增
减税规模预计400亿元左右。优化
信贷审批流程， 提高信贷审批效
率， 主动降低对科创、 小微、“三
农”等企业的信贷成本。提高企业
税费便利化水平， 纳税次数从原
来的9次精简为7次， 时间从原来
的207小时缩减为142小时。

怀柔区渤海镇东北部半山腰
上的北沟村，虽是150户人的小山
村， 村民却已和外国友人做了邻
居。曾经的贫困村，抓住基层农村
组织这个乡村振兴的落脚点 ，
2017年， 全村农民可支配收入达
到 3万 元 。 用 村 书 记 的 话 说 ：
“我们的村民现在不出村就能解
决就业。”

昨天， 记者从市委农工委获
悉， 目前， 正在抓紧编制 《北京
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2018-
2022年）》， 近期将印发出台， 搭
建了本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四梁八柱”， 有序推动乡村振兴
各项目标任务落地实施。

村民不出村就能解决就业

北沟村近年来先后吸引15户
国际友人来此居住。 村党支部书
记王全发现， 这因为村子山清水
秀， 背靠长城， 自然环境好。

“外国友人将老旧房子改造
后能挣钱，我们同样也能。 ”于是，
北沟村确定了开展特色旅游、面
向中外游客、 打造国际文化村的

发展战略， 打造属于北沟人的特
色农家院。 “北旮旯乡情驿栈”就
是由北沟村集体出资、 大学生村
官经营管理的乡村农家院 ，“驿
栈” 集绿色蔬菜种植、 虹鳟鱼养
殖、民俗餐饮住宿、土特产销售于
一体，深受游客的关注和青睐。

近几年， 来北沟村投资的人
越来越多， 中外游客也对这里流
连忘返。 2016年， 由北京叶氏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实施的北沟住宿
餐饮服务设施项目启动。 大公司
的进驻， 给村民提供更多就业机
会。 王全说， 目前在北沟村的乡
亲们不出村， 就能解决就业。

经过几年发展， 北沟村已从
人均收入不足5000元的贫困村 ，
一跃成为人均收入3万元的富裕
村， 并获得 “全国精神文明村”
等多项国家级荣誉称号。 如今，
正向花园式村庄的目标前行。

884个村完成规划编制初稿

据悉，本市全面部署动员，市
委市政府制定出台 《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措施》，布置上百项

工作任务和改革举措。目前，正在
抓紧编制 《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年 ）》，近期将印
发出台。按照“近细远粗”的原则，
确定到2020年、2035年、2050年三
个阶段的发展目标。未来三年，本
市将在美丽乡村建设、 人居环境
质量、生态建设、低收入帮扶等重
点领域要实现攻坚突破， 制度框
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今年以来， 以美丽乡村建设
作为本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抓手， 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
为第一场硬仗， 组织实施了本市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三 年 专 项 行 动
（2018-2020年），今年全市确定了
1081个美丽乡村创建任务， 确定
了71个市级试点村， 目前71个先
行试点村基本完成规划和实施方
案编制。 1010个创建村启动规划
编制，其中884个完成初稿。

同时， 全面开展环境整治，
实施 “千村整治” 行动， 纳入市
级环保督察， 配齐、 改善农村基
础设施， 到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
全市农村环境整治任务 。 今年
1081个创建村中已有1048个完成

环境整治， 完成进度96.9%。

盘活闲置院落发展特色民宿

全市基本完成了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并积极探索承包地“三权
分置”的有效途径，推动土地经营
权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 入股从
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目前，已流转
土地占确权总面积的68%。 对于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开展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利用集体
土地建设租赁住房、 乡镇统筹利
用集体产业用地等试点， 加快推
动集体建设用地腾退减量、“腾笼
换鸟”。 对于宅基地，出台了规范
引导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的指导性
意见， 目前郊区已有42个村盘活
闲置院落农宅1035套， 发展特色
民宿，实现年收入近2000万元。

“您家烟雾浓度
很大 ， 请赶快回家看
看。” 近日， 通州区马
驹桥镇驸马庄村村民
陈秀英家人接到镇政
务中心网格员的电话
后 ， 立即赶回家中 ，
关掉烧干锅的炉火 ，
避免了一场火灾发生。

今年以来 ， 马驹
桥镇投资一千余万元，
实施智能消防进家庭
工程 ， 为全镇每家每
户免费安装无线智能
烟感探测器， 可让户、
村、 消防队 、 镇政务
中心四方对百姓家中
的消防安全进行有效
掌握 。 此举也在全区
率先实现了智慧城市
建设———智能消防进
村入户全覆盖。

一家险情 四方知晓

一大早，陈秀英老
人送孩子上学，却忘记
关炉火， 时间一长，蒸
锅里的水干了，冒出浓
烟， 触发智能烟感器。
随后，报警系统迅速通
过连接设备， 利用4G
无线专网，将警情发送
至户、村、消防队、镇政
务中心平台四方平台
和终端。

“我们给居民家配
备了智能化烟感探测器，只要
家里有烟雾产生，浓度达到一
定程度，烟雾报警器就会通过
光电传感器传送信息到户主、
村里安全员手机中，同时发送
警报信息到镇4G专网系统和
消防中队。 ”据马驹桥镇安监
科相关负责人介绍，网络平台
工作人员接收到报警信息后，
会联系户主，联系不上户主或
发生事故，消防、镇、村三方将
前往处理，把损失减至最低。

智能探测 免费安装

今年以来， 马驹桥镇为
全镇每家每户免费安装2只无
线智能烟感探测器。 截至目
前， 无线智能烟感探测器已
安装3万多只， 预计年底前共
计安装近5万只。 还为每户居
民免费发放5公斤ABC灭火器
1具 ， 共计发放近 2.5万具 ，
确保安全消防设备全覆盖。

马驹桥镇也为马驹桥消
防中队、 镇义务消防队和34
个微型消防站配备了对讲机，
便于在出现火情的情况下 ，
能够随时保持联系、 信息互
通， 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及时
报告与处理， 提高工作效率。
相关负责人介绍： “无线烟
感报警系统安装完成后，能够
做到户、村、消防队、镇政务中
心平台四方共同接受报警短
信和语音提示，使我们能第一
时间知晓位置并处置。 ”

4G专网 智能防灾

“我们的4G专网系统除
可完成视频传输、 应急指挥
外， 还可以成为全镇智慧城
市建设的基础设施， 也是信
息化、 智能化的高速公路。”
相关负责人表示， 马驹桥镇
4G无线专网传输系统依托高
新技术， 在终端汇集全镇信
息、 ＷＩＦＩ全程连网、 大屏幕
实时监测、 温感系统显示烟
雾状况， 发现情况及时警报，
实现用科技手段防灾减灾。

下一步， 马驹桥镇进一
步强化消防、 交通、 治安等
防控力度， 并计划于2019年
在全镇重点地区和部位新建
13处消防水鹤。

《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 近期将出台

2020年前基本完成全市农村环境整治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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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明年试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