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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2日，东城区委宣传部、东城
团区委 、 东城青联在 “光辉起
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东
城”展览馆组织开展了“青春心向
党·建功新时代” 主题教育活动，
并邀请中央团校宣飞霞老师就五
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做了专题讲
座。其后，百余名东城青年共同高
歌《我爱你！中国》。

本报记者 于佳 边磊 摄影报道

东东城城百百余余青青年年高高歌歌
《《我我爱爱你你！！ 中中国国》》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从
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 ，4月26日
起，5条快速直达专线增发车次。

其中， 皮村西口往返地铁通
州北关站的快速直达专线43，早
晚高峰各增发2车次， 调整后营
业时间：工作日，皮村西口 6:00-
8:00， 地铁通州北关站 18:00-
20:00。李庄佳苑往返地铁通州北
关站的快速直达专线88， 早晚高

峰共增发5车次， 调整后营业时
间：工作日，李庄佳苑6:20-9:20，
地铁通州北关站17:30-20:30。 晓
月苑公交场站往返地铁丰台科技
园站的快速直达专线161，早晚高
峰各增发 1车次 ， 调整后营业
时间： 工作日， 晓月苑公交场站
7:10、7:30、7:50；地铁丰台科技园
站增加17:30、17:50、18:10。 沙河
北大桥往返地铁生命科学园站西

的快速直达专线199，早晚高峰各
增发6车次 ， 调整后营业时间 ：
工作日， 沙河北大桥7:00-10:00、
16:30-19:30， 地铁生命科学园站
西7:30-10:30、17:00-20:00。 沙河
北大桥往返中关村西的快速直达
专线200，早晚高峰各增发1车次，
调整后营业时间：工作日，沙河北
大桥7:20、7:40， 中关村西18:10、
18:30。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近
日，门头沟区“为义务兵父母投保
健康综合险” 签约仪式在区人武
部举行。

此次投保范围为门头沟现役
义务兵的父母， 投保项目为补充
医疗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 补充
医疗保险每人每年保费2790元，
意外伤害保险每人每年保费230

元， 两项保费合计每人每年3020
元，投保资金全部由区财政列支，
政策将惠及252名现役义务兵父
母。 由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北京市
分公司作为保险人提供健康保险
服务。此项政策实施后，义务兵父
母生病医疗报销比例在城镇医疗
保险、 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报销
基础上，可累计达到95%。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
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市公安、交
通、 市场监管等部门召开了打击
非法“一日游”专项行动新闻通气
会。会议通报了北京严打非法“一
日游”专项行动的成效。近年来，
本市对非法“一日游”采取多种举
措进行整治，2018年非法 “一日
游”投诉同比下降67%。

本市去年7月开展了严打非
法“一日游”专项行动。专项行动
以来， 本市出动执法人员43万余
人次、执法车辆10万余台次，检查
导游1.4万余人次、旅行社2000余
家次、旅游车辆3万余台次、景区
购物及演出类场所6.7万家次，处
罚旅行社及从业人员173起，查扣
“黑车”427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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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莹 ）记者23
日从2019年北京市知识产权宣传
周主场活动暨中关村知识产权论
坛上获悉，第二届中国·海淀高价
值专利培育大赛正式启动。

2019年中关村知识产权论坛
围绕“知识产权与营商环境”主题
开展。 活动组织了北京市知识产
权局与北京市贸促会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与海
淀区人民政府签署北京国际知识
产权服务大厅共建协议、 北京市
专利代理师协会与国际知识产权
律师联合会 （FICPI）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等签约活动，并发布了《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知识产
权三年行动方案 （2019-2021）》、
市知识产权助力创新服务包。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昨
天从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编制发布的 《优化首都税收营商
环境改革备忘录》 中获悉， 本市
90%以上涉税事项可在政务服务
中心办理， 实现7大类375个事项
的全市通办， 企业开办整体时间
由22天压缩至3天。

《备忘录》以纳税人涉税事项
的办理体验全过程为序， 从开业
信息确认、办税流程优化、简化发
票管理、便利申报缴税、落实减税
降费、便捷注销迁出六个方面，总
结了近年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的改革措施和成效。
2018年度， 北京市税务局陆

续推出了75项税收改革举措， 为
首都纳税人营造低税负 、 低成
本、 更便捷、 更集约、 可信赖的
税收营商环境， 全年纳税时间预
计缩短至120小时以内， 发票领
用从过去的 “一日领票” 提速为
即时办结。

在优化纳税流程方面， 北京
市税务局通过整合办税资源，优
化办税流程， 推行在线办税等措
施提高纳税服务效能。 其中网上
办税的项目覆盖95%以上的常见

业务类型， 并提供预填或免填单
服务； 持续推进办税服务厅整体
进驻政务服务中心 ，90%以上涉
税事项可在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实现7大类375个事项的全市通
办， 为纳税人就近办理涉税业务
提供便利；推出5大类119项“最多
跑一次”业务清单。在便利申报缴
税方面， 北京市税务局实现网上
办税系统与企业财务软件对接，
将企业端财务报表转化为税务端
财务报表， 并进一步转化为申报
表， 不到3分钟就可以完成工作，
将企业申报效率提高3至5倍。

90%以上涉税事项可在政务中心办理

本报讯（记者 陈艺） 世园会
即将开幕。 延庆区民宿联盟37家
会员民宿代表共同签署了 《延庆
区民宿联盟提升品质保障世园文
明公约》，承诺文明经营、文明服
务， 为2019北京世园会接待工作
提供有力保障。

近年来， 延庆区重点打造高
端民宿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全
域布局的跨越式发展。 针对世园
会，延庆高端民宿迎来接待高峰，
区民宿联盟联合区文化和旅游局

等部门，制定《延庆区民宿联盟提
升品质保障世园文明公约》和《北
京市延庆区乡村民宿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民宿产业发展， 对民
宿经营进行行业监管。

签署文明公约的会员民宿 ，
承诺严守价格红线，诚信经营。杜
绝胡乱涨价、坐地起价、不透明收
费和恶性同业竞争等行为。 在消
防安全与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方
面， 全力保障入住客人的人身和
财产安全， 并对入住客人进行住

宿联网登记，确保“一客一登”。各
家民宿还将确保入住服务 “一客
一换一洗”标准，微笑服务，营造
安心舒适的住宿环境， 让每位客
人感受到延庆人厚道好客民风。

延庆37家民宿签署文明公约迎世园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通讯员

堵咨硕） 记者近日从海淀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从即日
起该区将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
治行动。

此次行动， 海淀对辖区内电
动车销售点位集中地区进行逐户
检查， 完善辖区内电动车经营主
体动态监管台账， 严查通过提前
上牌等手段违规销售旧国标及其
他违规电动车的行为， 督促经营
者严格落实进销货检查验收制

度，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在各电
动车销售点位张贴 《致消费者的
一封信》，宣传符合新国标电动自
行车产品目录及投诉举报渠道。

民民警警进进校校园园讲讲解解出出行行安安全全
近日，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西直门站派出所民警来到西城外国

语学校附属小学为全校师生讲解乘坐地铁的安全注意事项， 并结合轨
道交通系统违法犯罪的真实案例，有针对性地讲解了扒窃、拒绝检查、
打架、非法乞讨卖艺等常见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近
日， 通州区台湖环卫中心组织人
员对镇域内破旧的果皮箱集中进
行维护，以美化小镇环境。

由于曝晒、雨淋、垃圾腐蚀及
部分人为因素影响， 台湖镇域内
摆放的果皮箱箱体均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损坏及老化， 影响着演艺
小镇的整体形象。 台湖环卫中心

在对镇域内果皮箱使用情况进行
认真排查、摸底的基础上，就政府
大街、京台路、台湖东西区、创业
园路、 铺外四路等主要路段的果
皮箱进行了检修。 此次果皮箱检
修主要采取翻旧添新的方式，翻
修后的果皮箱全部标有垃圾分类
标识， 不仅便于市民分类投递垃
圾，还美化了镇内环境。

今天起5条快速直达专线增发车次

去年非法“一日游”投诉同比下降67%

门头沟为252名现役义务兵父母投保

职工可足不出户网上申领补贴
本报讯（记者 张晶）今年起，

本市放宽技能提升补贴的申领条
件， 原来企业在职职工申领补贴
须参加失业保险3年以上，现在只
需要1年以上，且此项优惠政策将
延续至2020年12月31日。 符合条
件的企业职工足不出户， 就可以
通过互联网申请并领取补贴。今
年一季度， 共受理了6231人的技
能提升补贴申请， 合计为5380名
企业职工发放补贴818万元。

据悉， 本市自2017年1月1日
起，对取得初级（五级）、中级（四
级）、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且取得证书
和申请补贴时均属于企业职工的
人员，自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

内可申领技能提升补贴。
职工可以通过市人力社保局

官方网站的公共服务平台、 市人
力 社 保 局 微 信 公 众 号 “ 北 京
12333”、 市人力社保局官方APP
等网上渠道注册后，按系统提示，
分别录入证书信息和银行卡信
息，即可在线提交申请。受理后，
补贴经办系统将自动与证书系
统、社保信息系统进行核验，并将
拟享受技能提升补贴的职工名单
等相关信息， 在市人力社保局官
方网站上公示一周。公示无异议，
经办系统通过与本市社保经办机
构签约的16家银行， 将补贴资金
直接发放至职工个人银行账户。

技能提升补贴标准按证书等

级分为三档：取得初级（五级）职
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的，补贴标准为1000元；取得中级
（四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补贴标准为1500元；
取得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补贴标准
为2000元。同一职业（工种）同一
等级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补贴。

职工还可自行查询证书信息
及缴纳失业保险信息。 查询证书
信息可通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网
（http://zscx.osta.org.cn/）；查询缴
纳失业保险的信息可通过北京市
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 （http://
www.bjrbj.gov.cn/csibiz/）。

台湖演艺小镇果皮箱集体“换”新衣

海淀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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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知识产权论坛聚焦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