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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代丽丽 陈绿

两地社保当面协商
四小时理顺滞留业务

去年年底， 天津社保中心专
门派出3名工作人员来到北京西
城区， 开展历年遗留业务实地对
接调研， 经过整理， 西城共有34
笔需要办理的历年遗留业务。

李忠生说， 历年遗留业务一
般都是 “疑难杂症”， 比如， 朱
某当年曾在天津的开发区参保，
2014年， 他到北京就业， 到西城
社保中心要求办理社保转移手
续， 可手续还没办下来， 朱某就
又回天津工作了。 当时， 需要从
天津转到北京的社保基金已经到
账， 西城社保只好又将这笔钱退
回了天津市， 但当时朱某已换到
天津高新区工作。 如今， 朱某又
回到北京工作， 又要把社保关系
转移到北京。 但信息表和再一次
的转移基金北京这边没有收到。
更棘手的是， 朱某在天津的两段
社保分散在两个区， 对接起来又
是一件麻烦事。 西城社保中心工
作人员与天津同行不断交流， 对
方又和天津所在区的经办人联系
……最终， 他们决定， 将朱某在
天津两个区的缴费整理在一起
后， 由高新区重新打印凭证， 转
移至北京。 至此， 这段长达5年
的社保转移 “旧账” 总算是有了
进展。

“还是当面办事效率高啊！”
李忠生说， 他们仅用了4个小时，
就 理 顺 了 所 有 的 滞 留 业 务 ，
并 为 每一笔业务都找到了解决
途径。

为翻阅陈年记录
在数百平方米库房找一张纸

解决方案有了， 接下来的就
是办理手续。 在目前全国社保尚
未联网的情况下， 社保的转移接
续成功办理， 各地社保经办机构
是需要费一番周折的。

社保信息表通过纸质和电子
化两种方式同时传递， 由于一些
地区早年对一些参保人员的情况
记录不全， 所以北京社保有时无
法获得外地传来的电子化信息，
只能是对着纸质的信息表， 把里
面的每一项信息一个字一个字地
输入到北京社保系统里面。

西城社保中心负责异地社保
转移工作的李万强拿出一张样表
展示 ， 信息单上的数字密密麻
麻， 每一年的缴费基数、 缴费金
额、 利息都不一样， 这些信息全
部需要手工录入系统， 录完还要
由另一名工作人员审核一遍。 李
万强说， 录入一份信息表， 通常
要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
间。 有些地区的信息表有好几页
纸， 有的字号小得恨不得用上放
大镜。 有时候， 还需要他到档案

室里去翻阅陈年记录， 在几百平
方米的库房里面找一张纸， 完成
一份档案的查找就需要花上三四
个小时的时间。

悄悄办结滞留业务
没让参保人多跑一趟

李忠生说， 为了办理手续，
他们和天津工作人员还专门建立
了一个微信群， 具体经办人都在
群里面 ， 如果哪个步骤遇到问
题， 在微信群里吆喝一声， 立马
就能得到响应。

记者了解到， 其实， 这34笔
业务的参保人都很久没跟社保中
心联系了， 李忠生说， 他们可能
都忘了还有这么一笔业务没落
实。 如今， 北京市西城区和天津
市两地的社保机构把事情办结，
参保人也并不知情， 更没因为这
件事而再次跑腿。 “社保转移接
续手续没有办妥的话， 参保人员
现在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对劲， 但
未来就很麻烦。 现在还没实现社
保的全国统筹， 在他们办理退休
手续时， 就会发现， 自己的社保
关系分散在几个地方， 由于没有
办理转移接续， 不能累计缴费年
限缴费金额。 虽然参保人员没再
来找， 但是也不能就任由这些业
务中断， 我们必须得把这些 ‘历
史遗留’ 的业务都重新激活、 办
结。” 李忠生说道。

大兴区优化营商环境再提
速， 政务服务中心全面推行 “一
窗式” 改革， 39家单位、 963项
事项实现一窗办理。 昨天， 记者
从大兴区获悉， 即日起， 市民办
理不同部门的不同事项， 只需要
取一次号去一个窗口提交材料即
可， 真正实现企业、 群众到政府
办事 “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
次” 目标。 今年， 大兴区将进一
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计
划， 初步建立 “六个统一” 的智
慧型政务服务体系。

昨天上午， 在宽敞明亮的大
兴 区 政 务 服 务 大 厅 内 ， 综 合
窗 口 的工作人员正忙着办理各
种事项。 “以前办事， 找部门找
窗口， 挨个排队， 很麻烦。 而现
在， 无论办什么业务， 任何一个
综合受理窗口都可办理， 真是太
方便了！” 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
感 慨 良 多 。 办 事 群 众 材 料 递
交 窗 口后 ， 其余环节均由前后
台工作人员全程代办， 不再需要
群众来回 “跑窗口”。 这种 “全

能窗口” “全科窗口” 的模式，
让大兴区政务服务直接从2.0升
级到4.0， 打破了过去必须等上
一个窗口办完后， 再去找下一个
窗口办理后续业务 ， 群众实现
“进一扇门、 找综合窗口、 办一
揽子事”。

此次 “一窗式” 改革， 共涉
及39家单位， 963项事项， 方便
群众企业办事， 从以前的找部门
向找政府转变。 改革从正式启动
到试运行， 经历4个月左右的时
间。 大兴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
过购买社会化服务方式， 由第三
方招聘综合窗口服务队伍， 共招
录了30余名工作人员。 在进行服
务规范 、 一次性告知 、 首问负
责、 业务办理流程等方面的规范
化培训后， 确保了综合窗口的综
合服务素质。 而原有的各审批部
门窗口人员退到后台集中力量开
展审批工作， 使审批力量、 审批
效力得到强化， 真正实现了 “前
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 综
合窗口出件” 的工作模式。

改造后的大兴区政务服务中
心有了全新的具体功能分区 ：
B厅为综合受理厅， 进驻单位39
家， 划分为工程建设区、 公安事
务专区 、 社会事务区这3个区 。
A、 C、 D、 E厅为后台审批区 ，
用于后台集中审批。 此外， 大兴
区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还 重 新 对 大
厅咨询台进行了人员业务升级，
咨询人员除咨询外 ， 还提供取
号、 受理投诉、 建议、 引导等更
多服务。

2019年， 大兴区还将努力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 推进优化营商
环境三年行动计划 ， 初步建立
“六个统一” 的智慧型政务服务
体系， 加快推进营商环境四大示
范工程， 实现开办企业、 办理施
工许可、 不动产登记等方面服务
水平明显提升。 深化领导干部联
系服务企业机制， 建立健全常态
化 “服务包” 制度， 鼓励支持企
业开展技术创新， 设身处地帮助
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让企业得到
真正实惠。

□本报记者 孙艳

京津双城协作解社保难题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二十三糖瓜粘， 灶君老
爷要上天 。” 腊月二十三又称
“小年”， 从这天起， 家家户户
都为迎接农历新年忙碌起来 。
昨天， 东城区建国门街道的居
民朋友们有了置办年货、 了解
非遗的好去处， 开在家门口的
“小年民俗庙会” 热闹开市。

一位位地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 “摆摊” 亮出看家本
领， 秀出自己的绝活。 糖人传
承人一边用娴熟的技艺吹出惟
妙惟肖的糖人， 一边向在场的
居民们详细介绍着制作手法 。
一笔一画， 一刀一剪， 随着剪

纸传承人巧手下的几个简单动
作， 一幅精美的剪纸作品就展
现在大家面前。 不仅如此 ， 一
个个色彩斑斓的兔儿爷也分外
亮眼。 地区文化志愿者们还现
场创作春联、 福字， 画迎春小
作， 免费送给居民们。

各式各样的非遗技艺和作
品集中呈现在居民们眼前， 让
人应接不暇， 其中， 就有40余
位饶有兴致的孩子们。 “听说
街道举办民俗庙会， 我赶紧带
他来看非遗制作， 亲自动手体
验， 活动很有意义！” 现场一位
家长分享道。

大兴区政务服务中心全面推行 “一窗式” 改革

39家单位963项事项可一窗办理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最近， 我们终于把 ‘历史遗留’ 业务全部办结了。” 近日，
西城社保中心转移接续科科长李忠生说道。 自2010年起， 我国打破社保户籍障碍， 各省之
间的养老保险关系可以转移接续。 劳动者在不同地区的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 这项政策
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便利， 但也有少数人在办理社保转移时遇到 “疑难杂症”， 导致业务卡
壳。 几年下来， 这些 “疑难杂症” 慢慢变成了滞留业务， 一直没有解决。

“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
张， 招聘慈禧当跑堂……” 看
着同事化身酒楼经理， 伴随着
经典台词， 台下观众已经笑翻。
1月25日 ， 北京普仁医院举办
“欢乐普仁 新春心秀” 模仿秀
比赛。 医护人员模仿了历年央
视春节联欢晚会经典小品的精
彩片段。 幽默的语言和诙谐的
表演 ， 不仅再现了经典作品 ，

更是通过别开生面的形式带领
大家共同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
来的巨大变化。 来自皖南医学
院的实习学生们一段歌曲串烧，
送上美好的祝愿。

普仁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模仿秀比赛迎接新春佳节 ，
不仅丰富广大职工的文化生活，
同时也加强了交流沟通， 适度
减轻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压力。

戏戏冰冰雪雪快快乐乐 展展非非遗遗风风采采
1月27日， 陶然亭公园开展 “戏冰雪快乐·展非遗风采” 新春送

祝福活动， 邀请北京龙在天皮影艺术剧院的袖珍演员来园免费体验
冰雪运动， 感受冬奥激情。 并结合公园内的环境布置开展一系列与
春节习俗相关的互动活动， 如走百病、 猜灯谜等， 丰富游客市民的
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医护模仿秀讲述40年巨变

非遗传承人庙会摆摊亮绝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