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本报记者 盛丽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北北京京在在行行动动
优优化化营营商商环环境境

□本报记者 白莹

“雷锋style”营造社区融文化

推行“一网通办”改革，主要
是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通
过优化审批服务流程、 创新审批
服务方式、 推进政务信息共享互
用手段，解决企业群众办事难、办
事慢、办事繁、办事渠道单一的问
题，让企业群众办事像“网购”一
样方便。

去年， 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研
究出台了 《北京市推进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工作实施方案》，明确
了编制网上办事清单、 优化网上
办事流程、规范网上办事标准、搭
建全市统一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总
门户、 深化政务服务资源整合共
享、 健全完善网上办事配套措施
等6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并提出利
用三年的时间， 实现全市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

“一网通办”改革第一项内容
就是编制网上办事清单，推动市、
区、街（乡）、村（居）四级政务服务
事项网上办理。截至去年年底，市
区两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
已经达到90%以上 。 据了解 ，此
次， 除按照实施主体编制网上办
事事项清单外， 还按照企业群众
需求， 编制了一批主题办事事项
清单。

提出制定网上办事规范，统
一线上线下审批服务标准， 让企
业群众在实体大厅办事和在网上

办事一个标准、同一流程。特别解
决了企业群众反映办事要件不清
晰等问题， 明确各审批部门对外
提供的办事指南中，不再设置“其
他材料”等兜底性条款，倒逼审批
部门细化审批服务标准， 压缩自
由裁量空间。

“一网通办”改革提出，汇聚
整合市区两级审批部门的网上政
务服务资源， 推动审批部门业务
办理系统整合， 明确各家政务服
务资源需求和共享方式， 建立互
联网端和移动终端的总门户。 据
了解，在此基础上，市政务服务管
理局还推行掌上办、自助办、智能
办，来丰富企业群众办事渠道，提
供企业群众多维度的选择。

据了解，这次“一网通办”改
革提出一系列的配套制度， 保障
“一网通办”能“通”。 如加快电子
证照库建设， 制定电子证照库使
用和管理办法；制定电子档案、电
子文件、电子签名、电子印章的使
用和管理办法； 完善政务服务网
上平台移动支付体系等。

为解决政策 “找不到、 找不
快、找不准”的问题，市政务服务
管理局推出了政策公开导航服
务，在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之
窗”）开设“我要找政策”专题，方
便企业市民准确、 快捷查询政策
信息。

“我要找政策”专题分企业政
策、个人政策两个板块，汇总归集
2010年以来的国家及北京市法律
法规和市政府及市政府各部门规
范性文件信息，共计4300余条。其
中， 面向企业的政策细分了高新
技术企业、外资企业、中小企业等
7类服务对象， 涉及企业的准入、
专利、投资等8个生命周期以及设
立变更、年报年审、融资信贷等34
个主题事项； 面向个人的政策细
分了高校毕业生、老年人、外国人
等10类服务对象， 包括入学、创
业、就医等9个生命周期以及户籍
办理、职业资格、社会保障等23个
主题事项。

此外， 针对企业对本市营商
环境政策措施 “了解不全、 理解
不透、 用不充分” 的问题， 市政
务服务管理局围绕优化营商环
境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和 “9+N” 政
策2.0版 ， 聚焦世行评估的10项
指标，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宏
观解读与微观咨询相结合的形
式， 帮助企业了解政策、 理解政
策、 用好政策。

“一网通办”让企业办事更便捷

昨天上午 ， 2019年东城区
龙潭街道 “迎国庆 洒温情 共建
宜居新龙潭” 暨德惠龙潭志愿服
务季启动仪式在安化楼社区小棉
袄养老驿站举行， 团区委、 区妇
联和区工商联以及街道主管领导
参加。

现场， 地区文明引导员与安
化楼社区养老驿站结成志愿服务
对子， 命名为 “文明578” 志愿
服务队， 并为志愿服务队现场授
旗。 “文明578” 志愿服务队计
划全年在端午节、 中秋节和冬至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为地区贫困
老人、 孤寡老人和空巢老人送去
关怀和服务。 随后， 非公企业职
工志愿者继续开展龙潭商会 “为
千户家庭送温暖” 系列之 “商会
爱心微联盟” 活动， 为地区五户
低保老人送去米面油慰问品。

仪式现场外， 还开设了三个
分会场， 青年志愿者、 妇联巾帼
志愿者在驿站现场和角楼图书馆
分别提供志愿服务。 第一批青年
志愿者在驿站开展 “智慧夕阳
行” 活动， 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
注册、 登录微信， 使用电脑等电
子产品。 第二批青年志愿者联合
河湖管理处， 在角楼图书馆开展

“青春见行动， 服务树新风” 活
动， 参与图书馆的清扫和整理书
籍活动。 巾帼志愿者开展 “建设
法治东城 巾帼在行动 ” 维权咨
询活动， 由东城区妇联组织的法
院、 公证处律师及律所人员组成
志愿服务队参与咨询活动， 广泛
动员老年人学法、 用法、 守法，
深化法制观念， 强化维权意识。

接力谢亮精神“指路”新一代上岗
今年3月5日是全国第56个学

雷锋纪念日， 也是 “京城指路大
王” 谢亮老人离世的第二年。 北
京市第二十二中学举行 “接力精
神火种 ‘指路’传承大情怀”志愿
者交接仪式， 新一代指路志愿者
正式在东直门交通枢纽上岗。

2014年，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
学在东直门交通枢纽义务指路站
成立学校第一个校外志愿服务阵
地， 每年参加志愿服务100余人。
学校高一高二学生志愿者曾在谢
亮老人的指导下 ， 以小组为单
位， 每周末上午进行两个小时的
义务指路志愿服务 。 老人去世

后， 服务队继承其遗志坚守志愿
服务岗。

在简短仪式上， 该校团委书
记李晓阳介绍了服务阵地建设情
况， 号召新一届志愿者接力传承
先辈的志愿服务精神。

高二志愿者代表分享了指路
用语 ， 并通过情景表演展示了
“目的地偏远且问路人叙述不清”
“目的地有多种抵达方式” “外
国人问路” 等多种指路服务场景
应对策略， 为新一代志愿者工作
传授经验。

“一位老奶奶问我635路站
台在哪儿， 我看她年龄大了， 就

扶着她走到站台 ， 刚要转身离
开 ， 老奶奶叫住我说 ： ‘感谢
你， 谢谢你们志愿者同学。’ 那
一刻， 我真切感受到给予别人、
帮助别人的快乐， 体会到谢亮老
人坚守义务指路志愿岗位的幸
福。” 高二学生宋璧君说。

齐声宣誓后 ， 该校高一各
班团支书组成第一代义务指路志
愿者， 身穿蓝色马甲来到东直门
交通枢纽谢亮义务指路岗亭前，
在谢亮指路队成员的指导下正式
上岗， 运用手机导航系统等方式
为过往群众提供志愿服务， 并与
指路队共同维护秩序。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明引导员结对养老驿站

昨天，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
二里庄社区共享花园， 上百志
愿者玩 “快闪 ”。 在歌手的带
领下， 《我和我的祖国》 突然
唱响， 不少居民停下匆匆的脚
步， 从惊喜到感动， 纷纷加入
温暖的大合唱。

活动刚开始， 社区夕阳美
合唱团在人群中高歌呼应 “学
习雷锋 ”， 简洁明快 、 铿锵有
力的旋律感染了在场群众。 正
当大家拍手喝彩时， 社区花园
另一侧响起了悠扬的笛声， 二
里庄社区营造工作坊人员与夕
阳再晨大学生志愿者们给大家
发放小红旗， 号召更多居民参
与。 紧接着在石油附小音乐老
师的领唱下和社区居委会书记

魏立的指挥下， 社区各方团队
默契配合合唱， 带动现场群众
热情跟唱， 奏出二里庄社区生
动的融文化风景。

党建引领、 地区鸣笛， 家
家出力、 共建共享， 此次二里
庄社区快闪活动是该街道深化
吹哨报道机制， 推动社会治理
重心向基层下移， 引入专业社
会组织丰富基层治理力量， 实
现基层治理向基层社区有效延
伸的具体实践。

同时， 社区内外志愿服务
力量参与社区建设， 因地制宜
结合社区营造工作弘扬 “奉
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志
愿服务精神， 以实际行动生动
诠释了新时代雷锋精神。

□本报记者 唐诗 通讯员 尚然

龙泉食药所普及安全用药知识

昨天， 香山公园在京城最高的学雷锋志愿服务岗启动 “公园
学雷锋 文明树新风” 志愿服务月。 香山公园党团员、 离退休干
部、 社会志愿者、 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类代表齐聚香炉峰， 共同发
出倡议、 签名承诺。 启动仪式结束后， 党团员代表们组织进行了
“清洗山林” 的志愿活动， 大家从香炉峰徒步下山， 捡拾山林间的
废弃物。 活动月期间， 公园将依托香炉峰、 碧云寺和东门游客服
务中心等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岗）， 为游客提供义务讲解、 免费热
水等服务。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昨天， 京港地铁组织开展
“你好 ， 雷锋 ” 车站志愿服务
活动。 在早高峰期间， 对所辖
线路部分重点大客流车站增设
特色志愿服务岗位， 为乘客提
供暖心服务。

京港地铁在4号线北京南
站站厅设立 “京港地铁学雷锋
服务站”， 设置出行咨询服务，
为乘客提供地铁、 公交、 高铁
等乘车信息。 志愿者们还精心
准备 “暖心服务包 ”， 为有需

要的乘客提供药品、 热水等应
急物品。

在14号线与6号线换乘的
金台路站， 针对早高峰期间上
班族多、 客流量大、 换乘通道
复杂、 不方便大件行李搬运的
情况， 志愿者在楼梯旁向携带
大件行李的乘客主动伸出援
手， 帮助乘客搬运行李。

据了解， 本次活动中共有
30余名来自各个专业岗位的志
愿者参与志愿服务。

昨天， 门头沟龙泉食药所
会同东南街社区、 龙泉城管分
队 、 62351部队 、 社区卫生服
务站等部门在三家店宏太仓市
场外， 联合开展了以 “学雷锋
树新风 军民共创文明城” 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

龙泉食药所通过发放宣传

材料 、 设立过期药品回收箱 、
军民共建等形式， 从科学饮食
用药 、 食品药品安全法律法
规、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渠道等
多方面进行了宣传。 同时， 发
放了宣传材料200余份 、 宣传
品100余套 ， 回收过期药品10
余公斤。

公园学雷锋 文明树新风

京港地铁志愿者暖心服务乘客
□本报记者 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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