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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1月23日， 东城区建国门街
道总工会王雪主席带领大家来到
位于建国门片区贡院东街的 “快
递之家”， 这里是七家快递公司
的集中分拣地， 是北京市首个快
递之家。

踏进快递之家， 便感受到扑
面而来的紧张气氛。 临近春节，
已经到了快递公司的 “春运模
式”， 快递员的工作量越来越大，
他们没时间多喝口水或停下来慢
慢吃顿饭， 而是奔跑着， 尽力让
千 千 万 万 的 人 早 日 收 到 期 盼
的物品。

王雪将手中的慰问品送到快
递小哥手中说： “感谢你们一直
风里来雨里去， 让我们的生活更

加便利。 今天， 我们的角色也是
快递小哥， 为你们送来春节慰问
品， 希望你们也都注意身体， 过
年好好休息！”

“大家在医院工作很辛苦，
更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东城
区建国门街道总工会主席王雪
说 。 当天 ， 东城区建国门街道
总工会还来到朝阳医院， 慰问在
这里工作的运送工和保洁工。

随着春节的日益临近， 建国
门街道总工会的 “冬季暖心行
动” 也准备就绪。 2019年的 “冬
季暖心行动” 除了延续往年覆盖
范围广 、 活动方式多样的特点
外， 慰问范围再次扩大， 预计投
入达58万余元， 惠及辖区内近万

名一线职工， 慰问人群包含农民
工、 困难职工、 劳模、 快递员、
环卫工人、 出租车司机、 普通工
会会员等， 让大家在寒冬中也能
感受浓浓暖意。

在后赵家楼胡同， 王雪和工
作人员为平房物业活跃在一线的
保安、 环卫工人送去耳罩、 暖宝
宝等温暖用品。

在古观象台停车场， 一行人
还慰问了建国出租的司机们。 建
国出租地处“全国铁路枢纽”北京
站地区， 每天迎来送往数以千计
从四面八方往来北京的旅客，为
畅通北京做出了积极贡献。 越是
过年过节， 的哥的姐都要坚守岗
位服务乘客。 建国出租的十几位
出租司机代表收到慰问品后喜笑
颜开， 王雪表示：“希望各位的哥
的姐感受工会的温暖的同时 ，也
将温暖传递给每一个旅客！ ”

据悉， “两节” 走访慰问活
动持续进行中， 今后， 建国门街
道总工会将继续加大对留京过年
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年前还将安
排 “工会邀你来过年” ———春节
手作嘉年华活动， 用创新的手作
形式和小微企业职工、 农民工共
迎春节。 此外， 还将继续建立和
维护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满足
户外劳动者热饭、 饮水、 如厕、
休息等基本需要。

1月23日， 在石景山区企业
开办大厅商标受理窗口前， 5家
企业的负责人领到了刚刚申请下
来的 《商标注册证》， 成为首批
通过该窗口成功申请到注册商标
的企业。 据了解， 当天共有23户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通过该窗口领
到了42份 《商标注册证》， 这也
标志着石景山商标窗口帮助企业
完成了商标注册的全流程。

2017年10月18日， 为方便商
标申请人就近办理商标注册、 注
册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申请业
务， 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 根据
原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 《关于委
托地方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受理
商标注册申请的暂行规定》， 石
景山工商分局受托设立商标受理
窗口， 成为北京市第三家区级商
标注册便利化改革试点窗口， 同
时也是北京市唯一一个设立在京

西地区、 辐射京津冀的国家委托
商标受理窗口。 截至目前， 已累
计受理商标注册申请1061件。 另
外， 自2018年2月原国家工商总
局发布 《关于开展商标文件电子
发文试点的公告》 实施商标文件
电子化以来， 窗口还受托通知发
放发票、 受理通知书、 初步审定
公告通知书等商标文件1768件。

据石景山工商分局商标监管
部门负责人介绍，窗口设立以来，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企业前来申请
注册商标， 其中本市申请者最远
来自密云区， 外埠申请者最远来
自广东省， 对石景山区以及京津
冀地区的企业带来了极大便利。

２０１７年初， 北京知蝉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 就
立即到石景山商标受理窗口提交
了申请， 并幸运地成为了首批成
功通过该窗口获得商标注册的企

业。 2017年12月， 在历经商标形
式审查、 实质审查、 公告环节，
商标局做出准予注册的决定， 并
向石景山商标受理窗口发来 “知
蝉ZHICHAN” 的商标注册证。

该企业法定代表人李国龙表
示，“此前要注册商标都是通过代
办公司，还要到国家商标局申请，
有很多不方便，注册核查、注册进
度都很不透明，还存在很多隐患。
现在直接在工商办事大厅就可以
申请，不需要代办，在窗口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就能全部搞定。 ”

截至目前， 石景山区企业开
办大厅的“一窗式”服务已扩展到
集商标受理、全市企业档案通查、
广告发布审核、 动产抵押登记、
“惠微通”（普惠金融支持服务民
营企业小微企业通道） 金融服务
等6项功能于一体，使企业足不出
厅至少可以办理以上6项业务。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春节临近， 许多 “老字号”
年夜饭预订已经供不应求， 东
城区食药监局启动 “放心年夜
饭” 专项行动， 对辖区内的餐
饮单位、 职工食堂和工地食堂
等进行了食品安全检查。

东城区共有134家大中型餐
饮企业承接年夜饭， 预订桌数
3079桌， 约2.6万人就餐,较去年
增 加 44% ， 这 些 企 业 均 实 现
“阳光餐饮”， 获评品质餐饮示
范店称号。 截至目前， 共检查
餐饮经营单位1338户次 ， 职工
食堂和工地食堂142户次， 专项
抽检59件， 快检118例， 未发现
不合格情况。 同时， 对一些餐
饮单位凉菜间、 待加工食品区
存在生熟食品混放现象等问题，
要求其立即整改到位。

昨天下午，东城区食药监局
执法人员来到崇文门地区，对年
夜饭已经订满的眉州东坡酒楼
进行检查，重点检查“阳光餐饮”

工程落实情况，并从食品加工操
作流程及环境卫生、从业人员个
人卫生及健康状况、餐饮具清洗
消毒、 食品留样等方面规范管
理，重点要求餐饮单位严把源头
关， 确保年夜饭原材料安全、可
追溯。执法人员利用快速检测设
备， 对餐具的清洁情况进行检
测，未发现不合格情况。同时，走
进后厨，对食用油的酸价和过氧
化值是否合格进行了检测，检测
结果均合格。

“今年，很多餐饮单位增加
了年夜饭外送服务，我们在线下
检查的同时，遵循线上线下一致
原则， 严查网络订餐超范围经
营、 证照不符等违法违规行为。
并对餐饮单位加强培训，要求提
供一次性聚餐人员100人以上的
餐饮单位， 严格执行留样制度，
每份样品不少于125克， 并冷藏
保存至少48小时。 ”东城区食药
局餐饮科科长吕熠说。

□本报记者 唐诗

东城食药监局开展“放心年夜饭”检查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周莹

“中建电商+贫困农户”开启消费扶贫新模式
“您家今年卖了多少年货？ ”

“卖了几万块钱吧，搁以前两三年
都卖不了这么多！ ”在“中建电商
消费扶贫年货发货仪式”上，一位
贫困养殖户代表笑得合不拢嘴。1
月23日， 中建二局消费扶贫购买
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困
难群众的500余箱农副产品即将

发往北京、深圳等地。
据了解， “中建电商+贫困

农户” 的扶贫模式自2018年底实
施以来， 中建集团累计购买困难
群众农副产品达340余万元， 其
中， 仅中建二局在2019年年初通
过康乐县本地电商企业直接向当
地贫困户采购的牛肉、 羊肉、 土

鸡、 大榨胡麻油等农副产品年货
就达百余万元。

近年来， 中建集团作为定点
扶贫康乐县的中央企业， 贯彻精
准方略 ， 聚焦贫困群众稳固脱
贫， 聚焦提升脱贫攻坚质量， 打
造精准扶贫的 “中建模式”， 彰
显了央企的社会担当。

“来来来，我们帮您把包拎过去吧。 ”“送您个福字，春节快乐。 ”
“热水热茶您喝哪个？”1月23日，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团工委、星星之火
社区青年汇组织东直门义务指路站志愿者和地区非公企业青年、团
员在东直门公交枢纽南广场开展志愿服务主题活动。 身穿北京志愿
者的“蓝马甲”们，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指路引导、行李搬运服务，并
为过往旅客发放福字，送上新春祝福。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青年志愿者 服务返乡人

“冬季暖心行动”惠及万名职工
□本报记者 边磊

1月24日， 东城区2019年弘
扬 “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
匠精神、 志愿精神” 进校园活
动启动仪式在时传祥纪念馆举
行。 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 为全区广大青
少年搭建学习传承 “四种精神”
的平台， 加强中小学生校外德
育教育， 打造志愿服务特色品
牌， 区总工会、 团区委和区教
工委联合组织、 开展 “四种精
神” 进校园活动。

启动仪式上， 领导为东城
区首次评选出的12位工匠颁发
了工匠精神宣讲员证书， 为109
中学、 25中学的20名志愿者颁
发了劳模精神宣讲志愿者证书。
今年， 劳模工匠将结合自身经
历， 走进社区、 企业、 街道宣
讲劳模精神， 学生志愿者分别
到时传祥纪念馆、 张秉贵纪念
馆进行义务讲解， 并在学校内
宣讲 ， 扩大劳模精神的影响 。
活动中还特意安排了书法家和
非遗传承人代表的参与， 进行

写福迎春、 非遗项目体验和互
动等环节， 使活动丰富多彩。

东城区人大副主任、 区总
工会主席许汇表示， 希望劳模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在营造劳
动光荣、 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
中当好引领者、 领跑者； 教育
工作者要言传与身教并举， 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鼓
励同学们既要做追梦人， 更要
做圆梦人， 成为党和国家建设
的栋梁之才。

下一步，活动将在全区范围
内推广，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
宣讲劳模精神的志愿服务队伍
当中，在校内利用班会、演讲、国
旗下讲话等活动宣讲时传祥、张
秉贵的事迹，弘扬劳模精神和志
愿精神。 区总工会、团区委和区
教工委三家单位以此为契机，利
用好各自资源优势， 主动而为、
通力合作，把劳模、学生志愿者
的积极性引导好、发挥好，推动
“四种精神”进校园活动常态化、
长效化。

东城：将推“四种精神”进校园

石景山发放首批商标注册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