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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 丰台区南苑街道红房子社区组织党员干部、 志愿服务
队为辖区群众提供测量血压、 修理家电等服务， 掀起了全民学雷
锋、 建设美好新南苑的热潮。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搬行李、 指路、 理发……3月5日， 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在东直门
指路亭开展学雷锋活动。 有手艺的志愿者为电动自行车出故障的路
人现场维修， 骑上电动车再次出发的姑娘为志愿者伸手点赞。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3月6日， 在 “三八” 妇女节
来临之际 ，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
100余名女职工和农民工代表走
进雄安新区， 与雄安妇女创业合
作社开展联建活动， 共同成立雄
安新区首个产业工人孵化基地。

活动邀请了全国劳动模范李
素丽分享了自己在平凡岗位上建
功立业的故事。 她说， 行行出状
元， 业业有能手， 每个岗位都有
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将平凡的事
情干好也是一种伟大。

北京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许涛告诉记者， 北京公司非常关
注女职工的工作、 生活状况。 公
司曾组织女职工走进清华听讲
座， 走进航天城参观学习， 走进
梅兰芳大剧院学唱京剧。 在项目
设立母婴室、 夫妻房， 定期为女
职工开展体检， 购买专项保险。
无论是 “实事工程 ” “暖心工
程” “幸福工程” 还是 “我要去
北京” 系列活动， 女职工都是重
要组成部分， 此次与雄安妇女创

业合作社携手， 希望将女职工关
爱推向新的高度。

北京公司联合雄安妇女创业
合作社揭牌成立雄安新区首个产
业工人孵化基地， 双方还签订了
合作共建协议。 根据协议， 北京
公司将在开展技能培训、 提供就
业实习、 文化共建方面为雄安新
区妇女创业就业提供助力， 积极
提供涉及建筑类法律法规、 技能
方面知识的师资力量， 并提供实
习机会、 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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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磊/文 于佳/摄

用营救绳打成绳结套住 、
拎起， 两岁的小朋友突然悬空。
这是消防中队志愿者在为居民
示范营救方法。 3月4日， 东城
区崇外街道举办学雷锋志愿服
务推动月启动仪式暨西花市南
里西区社区 “新景西党 （团 ）
服超市” 主题活动。

社区党委、 花市消防中队、
普仁医院等共建柜台单位，“新
景西党组织服务群众美好生活
赋能计划”承包的主题柜台等联
合行动，提供咨询及上门服务。

“便民服务”摊位里，爱秀美

发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了
免费理发；邮政储蓄银行崇文支
行设立“金融进万家”摊位，为社
区居民普及金融安全知识；街道
司法所设立 “社区公共法律服
务”摊位，专业的律师和公证处
人员为居民提供专业的法律服
务……各摊位还上门检查家中
燃气、用火用电等服务。

该活动调动了 “新景西党
（团） 服超市”， 推动辖区学雷
锋服务月活动， 使学雷锋活动
常态化， 超市推出的服务项目
也获得了广泛认可。

潞城“雷锋”抱团为百姓服务

3月5日， 通州区潞城镇宣
传部、 镇总工会等联合举办了
“迎国庆 百姓共建城市副中心
学雷锋志愿服务 ” 主题活动 ，
30余名志愿者为居民提供了法
律咨询、 测量血压、 假币知识
普及、 理发等志愿服务。

北京市诚汇律师事务所王

浩亮律师为居民解疑答惑，潞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为
居民义诊。 据了解，潞城镇将定
期举办村居公益法律服务。潞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
将为辖区内65岁及以上常住村
（居） 民提供大肠癌免费筛查及
一年一次免费体检的项目。

□本报记者 盛丽

□本报记者 闫长禄 通讯员 王俊杰

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 综合窗口出件
□本报记者 赵思远

今年1月2日， 北京市政府决
定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全面实行
“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
综合窗口出件” 工作模式。

以前，政府是按部门设窗口，
企业群众办事要找部门设置的窗
口， 一个部门不同事项还分设不
同窗口， 窗口的受理人员也都是
各个部门的审批人员承担， 大家
各司其职，各管各单位的事儿。综
合窗口设置后， 不同部门不同事
项集中在一个窗口办理， 窗口受
理人员统一由政务服务管理局派
驻，原来各部门负责审批的人员，
全部从前台退到后台， 集中精力
开展审批，审批完成后，审批结果
由综合窗口统一送达。 同一事项
同等条件下， 在不同窗口的办理

标准、流程、结果无差异。
综合窗口改革推行一段时间

以来， 市政务服务中心按部门设
置窗口期间出现的忙闲不均问
题， 得到了有效解决； 窗口数量
也大幅度减少， 特别是办事的企
业群众等待时间大幅压缩， 基本
实现受理 “零排队”。

今年1月底，北京市开展了第
四轮的清理规范证明工作， 再次
取消49项企业群众创业办事的证
明，其中取消本市设定证明21项，
明确了28项国务院部门文件取消
证明的落实措施。同时，一并公布
了2019年版北京市保留证明目录
共计61项。第四批证明取消后，本
市市级累计取消证明253项，精简
比例达81%。 这次取消的49项证

明， 主要涉及企业设立、 进京落
户、生活补助、生育服务、医疗保
障、子女入学、就业奖励等等。

为防止证明取消后， 企业群
众反而办不了事的问题， 要求各
部门逐一明确取消证明后的办理
方式。取消的49项证明中，22项明
确改为通过政府内部信息共享或
数据核查方式办理；9项改为 “承
诺+监管”方式办理；10项改为通
过提交证件凭证办理；5项改为通
过企业征信系统查检办理；3项直
接取消。 如原来办理建设单位施
工许可证时， 要求提交银行出具
的资金到位证明， 今后改为通过
“政府部门告知标准要求+申请
人书面承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方式办理。

群众办事基本实现“零排队”

日前，门头沟区9个“企业开
办志愿服务站”开始试运行，提供
企业开办“联动办、就近办、上门
办”服务。 目前，已为43家企业落
地运营提供志愿上门服务， 受到
企业群众的广泛欢迎。

北京优化营商环境 “9+N”
2.0版实行后， 开办企业由过去5
天3个环节， 缩减到3天1个环节，
全程电子化“e窗通”实现了“线上
1次申报，线下1窗办好”目标，极
大地方便了企业开办。 针对一些
群众对企业开办的政策及红利不
熟悉，对“e窗通”申报操作不熟练
及没有时间精力到政务办事大厅
现场等情况， 门头沟政务服务中

心会同工商分局， 协商区内建设
银行、农商银行、工商银行、中国
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
北京银行等七家银行， 在各银行
网点设立9个“企业开办志愿服务
站”，推行企业开办“联动办、就近
办、上门办”服务。

北京农商银行门头沟支行副
行长李莹说， 不仅无任何附加条
件为企业开办提供志愿上门服
务， 同时向企业宣传国家支持小
微企业发展的金融信贷政策，提
供银行开户和小额贷款等服务。

门头沟区政务服务办负责人
介绍，通过“上门办”志愿服务，切
实解决企业群众的实际困难，做

到了为企业服务 “前移一公里”，
同时向企业宣传和送出国家支持
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 信贷政策
和小额贷款等“服务包”，打通为
企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下一步， 门头沟区将结合区
域需求，在更多银行网点设置“企
业开办志愿服务站”，为企业提供
更好更快更优的“上门”服务。

“企业是否进行过职业健康
体检？ 采取哪些职业病危害防护
措施？” 这是怀柔区疾控中心工
作人员对企业职工进行的问卷调
查。 近日， 怀柔科学城重点行业
职业病危害因素调查工作启动。

此次调查对象包括中国科学
院电子学研究所、 力学研究所等

5家企业。 通过访谈、 问卷形式
对企业基本情况和职业卫生情况
进行调查， 同时根据重点企业的
调查情况， 识别职业危害因素，
对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员工
进行问卷调查， 针对职业病危害
识别和评价结果提出防治策略。

“接下来将会扩大调查规

模， 持续对入驻的重点行业职业
卫生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及时发
现用人单位的职业卫生条件、 劳
动防护设施、 劳动保护用具佩戴
等方面的问题， 掌握用人单位职
业病危害因素来源、 分布及职业
人群的健康状况。” 怀柔疾控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门头沟成立9个 “企业开办志愿服务站”

企业开办实现“上门办”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柯玉乾 薛力鹏

雄安新区首个产业工人孵化基地成立

□本报记者 唐诗 通讯员 孙建国

怀柔科学城摸底调查职业病危害因素

崇外共建柜台单位进社区“摆摊”

志志愿愿者者路路边边修修车车手手艺艺获获赞赞

党党员员带带头头学学雷雷锋锋掀掀热热潮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