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深两医院全球首试支持远程协同手术

近日， 首钢京唐公司在基
层党委书记会上， 通报了各单
位1月份降成本工作完成情况，
炼铁部、炼钢部、冷轧部、能环部
等部门围绕降成本任务落实做
了表态发言。 本年度，首钢京唐
公司将把降成本、提高企业竞争
力作为贯穿全年的重点工作。

在推进降成本工作中， 炼
铁部从成立9个降成本攻关组、
指标分解对标挖潜等九个方面
入手 ， 1月份降成本 57元/吨 ，
完成计划的102%； 炼钢部构建
了以成本管理构架、 管理制度、
管理流程、 标准成本制定为要
素的成本管理体系， 从技术措
施、 严格管理、 全员发动三个
方面制定了具体工作方案， 1月
份降成本32元/吨， 完成计划的
107%。 此外 ， 冷轧部今年1月
份吨材成本较去年降低30元 ，
彩涂板事业部1月份吨材同比上
年降低89元。

据了解， 炼铁部围绕降低
高炉燃料消耗、 优化配矿攻关、
降低烧结燃料消耗等九大攻关

任务， 制定128条具体措施，
深挖降本潜力。 对照降成

本清单， 明确职责分工， 按照
分工细化到人， 实现铁成本全
面受控 。 强化高炉技术操作 、
原燃料质量、 设备运行三大基
础管理体系， 夯实高炉顺稳基
础。 同时以铁前一体化为平台，
构建以高炉为核心， 生产组织
一体化 、 原燃料采配一体化 、
质量一贯制的管理体系， 促进
铁水成本的降低。 此外， 炼铁
部还加大非常态考核， 建立部
级、 作业区、 班组级指标管控
体系， 有效做好降本增效工作。

今 年 以 来 ， 炼 钢 部 消 化
渣 铁 16000吨 ， 同比降低钢铁
料6.0千克/吨 ， 降低生产成本
12元/吨， 累计增效780余万元。

京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
长邱银富表示， 公司会进一步
加强降成本的工作， 做到确保
产 线 顺 稳 、 提 升 产品质量 、
控制能源成本、 持续对标缩差、
强化协同高效、 充分依靠职工、
营造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首钢京唐公司开打降成本攻坚战

北北京京在在行行动动
优优化化营营商商环环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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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长禄

为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 ，
北京住总二公司所属各团支部
因地制宜开展多形式主题活动，
传承和践行雷锋精神。

司机关团支部联合公司行
保部、修缮团支部，配合公司单
身职工宿舍做好装修升级后的
卫生清理；蝶恋兴园项目团支部
与天津市宝坻区糙甸村团支部

联合共建，为老糙甸中学旧貌换
新颜；燕郊项目部对施工现场裸
露土进行再次覆盖，抑制扬尘污
染，更为复工做好准备；金玉四
园项目部请复员军人分享军旅
生涯中艰苦奋斗的经历；拉萨京
藏交流中心项目团支部组织新
时代雷锋精神学习活动，思考新
时期的雷锋精神。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苗帅 朱伊伊

春天是火灾的高发期。 连日来， 丰台区南苑街道安全生产检查
队、 社区安全专员， 采取 “5+2” “白+黑” 的超常工作模式， 深
入辖区工业企业、 危化品使用和储存、 高层建筑等重点单位， 持续
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力度。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严严查查隐隐患患保保安安全全

3月12日， 中建二局三公司西北分公司航空港项目20名青年员
工， 分成三组赴航空港实验区华夏大道与商登高速交汇处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 经过一上午的奋战，新栽的树苗在微风中摇曳，让原本裸
露的土面增添新色彩。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周梓健 摄影报道

帮助企业轻装前进

清晨一大早， 北京京东方显
示技术有限公司陆欣坐在自己的
办公桌前， 通过计算机系统向北
京亦庄海关申请办理进口货物减
免税审核手续， 然后一边忙着手
头的工作， 一边等待电脑上显示
的海关审核结果反馈。 之所以能
够这样简单、 快速地办理审核手
续， 得益于海关推出的减免税无
纸化改革。

陆欣告诉记者， 公司将进口
货物的发票箱单、 采购订单等单
据、 文件扫描， 并将扫描信息传
给亦庄海关。 海关通过网络反馈
公司审核结果， 信息化系统自动
生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
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公司录入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单号，
就可以在海运、 空运口岸办理相
关货物进口申报手续， 无需再提
供纸本单据。

陆欣介绍说： “公司生产过
程中需要进口高技术原材料、 消
耗品 、 高技术生产设备及其备
件， 其中相当一部分适用国家的
减免税优惠政策。 在进口通关环

节， 公司需要凭 《进出口货物征
免税证明》 办理进口手续。 《进
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审核的便
捷程度， 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所
需原材料、 设备的进口速度， 对
于企业维系日常生产至关重要。
2018年 ， 我们公司申请无纸化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 近
2000票 。 今年 ， 截至2月15日 ，
申请220票。 每年无纸化 《进出
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可为公司节
省费用10余万元。 此外， 每份无
纸化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审核时间缩短3个工作日， 给企
业的生产运营提供了有力的保
障， 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改革前， 我向海关申请办
理减免税审核手续， 需要提供大
量纸质的文件、 单据， 包括发票
箱单、 采购订单、 减免税手续办
理委托书、 产品情况说明等等，
每次都要一大摞一大摞地抱着单
据去海关办手续。 等拿到 《进出
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还要送到
货物进出口口岸办理通关手续。”
陆欣回忆着减免税无纸化改革前

的经历。 而改革后，2018年，亦庄
海关为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
公司审核减免税货物总价值1.04
亿美元。

减免税无纸化改革改变了传
统的作业模式。 目前， 北京海关
对新型显示器件、 飞机租赁等多
项减免税政策的货物的审核实现
了无纸化。

据了解，2018年，北京海关共
审核减免税无纸化 《进出口货物
征免税证明》8390份，减免税货物
总价值27.18亿美元。 2019年，北
京海关将在科教图书、 重大技术
装备、 航材减免等政策享受单位
推广减免税无纸化改革， 让更多
企业能够享受到改革的红利。

北京海关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放管服 ” 改革部署 ， 特别是
“减证便民” 有关要求， 持续改
善营商环境， 实施减免税无纸化
改革， 压缩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
证明》 审核时间， 提高进口减免
税货物通关效率， 有效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 真正实现让数据多
跑路， 让企业少跑腿。

北京海关实施减免税无纸化改革

□本报记者 唐诗

12日，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
华长庚医院与相距2200多公里的
深圳市人民医院 ， 通过5G网络
传输高清手术影像， 同时实现在
北京的无延时直播。 中国医师协
会智慧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清华
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鸿在直播
间， 通过混合现实技术， 与术者
进行了术前方案讨论， 并在两台
异地手术进程中， 进行穿插实时
远程技术指导。

深圳市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接
治了该市一例复杂肝脏肿瘤患
者， 由于病情危重， 手术难度较
高， 特向知名肝胆外科专家董家
鸿求助手术策略制订及手术现场
指导。 替代以往专家往返现场指
导的模式， 京深两地医生本次通

过混合现实手术规划系统， 直接
对患者病灶位置、 病灶与肝内血
管的解剖进行线上精准评估， 同
时对手术的方式、 路径、 技术要
点进行了精确设计。 经过充分的
术前讨论， 手术过程中， 得益于
5G网络的大带宽、 低延时优势，
两地实时共享手术高清画面， 董
家鸿在手术视野上对术野进行诊
查， 对目标病灶进行确认， 对手
术路径予以标注， 通过线上的无
缝互动实现对深圳市人民医院肝
胆外科医生的指导。

“5G时代的来临使得医生
可以开展移动式的多方远程术前
规划和手术协作， 打破时间、 空
间、 数量上的三重限制， 大大提
升了专家资源下沉的效率。” 董
家鸿介绍， 随着5G时代的来临，

未来远程医疗系统有望实现智能
化升级， 以更快的速度、 更精准
的重建， 更加真实地还原器官与
病变的解剖结构， 为术者进行精
准 病 情 评 估 和 手 术 方 案 设 计
提供有力依据。 随着5G网络的
区域覆盖， 混合现实手术规划系
统与异地术中指导， 也将无边界
地延伸到海内外各个地域、 各个
层级的医疗机构， 实现不同地域
医师的无缝串联和类似现场的实
时协同。

此次5G+MR的多中心协同
手术模式在全球尚属首试。 本次
5G环境系由北京联通公司提供，
MR远程医疗系统为清华大学精
准医学研究院与北京缙铖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产学研创
新项目。

北京住总二公司多形式“学雷锋”

“不敢相信， 昨天下午6点
才提交的申请， 6点半就来短信
告诉我审核通过了。 今天就领到
了执照和公章 ， 真是太快了 ！”
申请人张女士高兴地说。

张女士和朋友一直计划开个
餐馆， 近期终于看好了地址， 但
房东告诉她必须取得营业执照后
才能签订合同， 张女士担心好不
容易找到的房子会被人捷足先
登， 赶紧四处询问如何能尽快取
得营业执照。

在多方了解之下， 张女士听
说现在北京市大力优化营商环
境， 通过 “北京市企业开办e窗
通服务平台” 在线就能填报所有
事项。 张女士马上登陆了 “北京
市企业开办e窗通服务平台”， 根
据网站提示提交了申请。

“我之前了解过，东城区政务
服务中心的工作时间是早九点到
晚五点。 我申请提交上去的时候
已将近晚上6点了，想着工作人员
肯定已经下班了， 原本打算第二
天再登陆平台查询进度，没想到6
点半就收到了核准通过的短信。
这效率，简直不敢相信！ ”倍感意
外的张女士第二天一早来到东城
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新设企业专
区，激动地同工作人员说道。

新设企业专区的工作人员告
诉张女士， 今年北京市深化营商
环境改革， 着力提高企业开办效
率， 通过 “e窗通” 平台申请开
办企业， 一天领执照， 三天全办
好。 为了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获得
感， 新设企业专区延迟下班， 只
要企业在平台开放时间顺利提交

申请， 工作人员都将在当天予以
受理 ， 确保所有开办申请不过
夜， 尽可能让企业能第一时间获
得营业执照核准的喜讯。

当天， 张女士顺利领取到了
她申请设立的 “北京金水河畔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以及
免费刻制的全套企业印章。 张女
士表示， 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的
政策真正做到了 “想群众所想”，
东城工商分局工作人员加班加点
为企业服务的举措真正做到了
“急群众所急”。

□本报记者 周美玉企业设立申请核准不过夜
东城工商分局延时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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