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优化营商环境、 施工许
可审批改革目标， 北京市住建委
对应世行评价指标， 不断优化完
善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审批流
程， 精简要件、 压缩时限， 通过
优化网上服务流程， 最大限度方
便企业办事， 市住建委进一步制
定了优化措施。 记者了解到， 从
3月18日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审
批实现全程电子化办理。

自2018年初本市开展优化营
商环境、 持续推进 “放管服” 改
革工作以来， 市住建委按照 “数
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的改革

目标， 针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审
批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 在全
国率先实行施工许可证电子证
照， 并实行工程质量监督注册、
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备案和建设工
程施工许可证核发合并办理； 施
工许可申报材料由原有13项调整
为4项； 通过信用管理将原有的
前置审批调整为承诺制； 通过实
行施工许可证电子证照， 施工许
可证办理时限由法定15天压缩为
5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审批办理
实现 “最多跑一次”。

今年， 市住建委加大改革力

度。 3月18日， 通过升级业务办
公系统，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审批
以 “网上申报、 网上审批、 限时
办结、 自行打证”， 不再经窗口
提交纸质书面材料。 截至5月15
日， 已有852个项目通过全程电
子化方式办理了施工许可业务。

北北京京再再行行动动
优优化化营营商商环环境境

□本报记者 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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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动真碰硬解难题 疏通路网毛细管

□本报记者 唐诗

房山区生态环境局

管控移动源污染用上高科技

老官园花鸟鱼虫市场变身停车场
全市范围启动药品化妆品

科普宣传“双周”活动

□本报记者 任洁

阳光少年与艺术家同台献礼

困局： 市场管理混乱
安全隐患突出

老官园花鸟鱼虫市场始建于
2007年， 毗邻紫竹院路与长智路
交汇路口。 市场内， 经营者大肆
私搭乱建， 既用于经营、 又用于
住房出租 ， 是典型的多合一场
所。 商铺内摊位密集， 私接电线
现象普遍， 杂物、 自行车、 电动
车等物品占据了狭小的通道， 消
防隐患突出， 救援通道拥堵， 时
刻威胁着市场租户、 周边居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

此外， 市场经营人员混杂 ，
流动人口众多， 环境脏乱差。 与市
场一墙之隔的北京化工大学教学区，
时有失窃事件发生， 严重影响学
校教学秩序和学生们的人身安全。

破局： 敢于碰硬 啃下
硬骨头

面对市场经营者管理混乱 、
强租学校用地情况， 紫竹院街道
在加强日常监管的同时 ， 与校
方 、 市区多个部门一起多次调

研、 协调， 收效甚微。
2017年11月27日晚， 老花鸟

鱼虫市场突发火情， 40分钟后明
火被扑灭， 未造成人员伤亡。 火
情发生后， 紫竹院街道再次鸣笛
吹哨， 在各方支持配合下， 督促
整改、 沟通协商两条腿走路。 一
方面， 街道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立即发布 《告
知书》， 再次申明市场房屋为违
法建设，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呼
吁租户尽快搬离， 并关停市场、
拆除违章建筑。 另一方面， 在市
委和教工委的支持下， 区委、 区
政府大力协调下， 通过海淀区法
院的调解， 土地所有方与市场经
营人达成腾退协议。 同年12月28
日 ， 市场违建拆除工作正式启
动。 历时一天半， 共拆除违法建
设面积4600平方米。

提升： 新增停车位301
个 包月停车更实惠

老市场拆除后留余空地面积
约7000平方米。 市场所在的长智
路道路狭窄， 周边聚集大型居民
区、 小学、 演艺厅等， 停车位紧

缺， 在放学、 下班高峰期极易发
生拥堵。 关于这片区域的提升和
改造， 北京化工大学几经考量、
现场调研后， 决定将该地块改建
为停车场， 对公众开放， 以解决
周边单位及居民停车难问题。

经过紧张的施工 ， 2019年2
月新停车场正式完工。 北京化工
大学引进专业公司进行管理， 新
安装16组400万像素高清摄像头，
达到了停车场全区域覆盖无死
角； 安装了12套停车场灯光照明
灯组， 实现自动控制， 保障了停
车场夜间照明。

新停车场新增停车位301个，
加上原有对外开放的150个车位，
面向社会提供总计近450个停车
位。 停车场临时停车收费按北京
市统一标准收取。 此外， 对于周
边居民有长期停车需求的， 校方
在综合建设成本、 运营成本的基
础上， 兼顾考虑社会公益性， 按
500元/月实施， 远低于附近的商
业停车场900元/月停车费用。

附近居民有了更安全、 更便
捷、 更实惠的停车场所， 停车难
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道路畅通
了， 居民的心结也打开了。

记者近日从海淀区紫竹院街道了解到， 位于紫竹院路南侧的老官园花鸟鱼虫市场经过拆除
整治， 变身一座可容纳450个车位的停车场， 解决附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 进一步畅通地区路网
血管， 较大提升地区环境秩序。 环境治理 “顽疾” 变身便民停车场， 赢得周边居民拍手点赞。

移动源污染治理， 是环保工
作的难点之一。 5月21日，记者从
房山区生态环境局获悉， 在移动
源污染管控治理上， 房山区生态
环境局借助科技力量， 强化移动
源管控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为强化科技执法推广， 房山
区生态环境局环境执法支队将检
测场组同遥感合并， 通过源头治
理和遥感技术共同结合， 强化移
动源监管力度。 年检车辆在检测
场检查后， 通过遥测倒查， 对车
辆进行二次审查 ， 保证执法强
度， 并对以前发现的问题下发整
改通知。 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两
起违法行为立案处罚。

据了解， 3月份以来， 房山
区生态环境执法支队大力开展执
法仪器培训活动， 针对执法过程
中使用到的多种执法仪器， 特地
聘请厂家为执法人员讲解， 提升
执法仪器使用率， 推进执法检出
率。 并在辖区进京口及重点道路
安装两套黑烟抓拍设备， 对冒烟
车辆进行24小时执法监管 。 目
前， 进京口检出超标数已从2018
年的每天检出40辆至50辆， 提升
至每天检出80辆至100辆， 执法
力度不断强化。 截至目前， 进京
口检查重型柴油车5.7028万辆 ，
移交公安处罚尾气排放超标车
5178辆， 处罚金额103.56万元。

同时， 为更好地完成监管任
务，房山区生态环境局还新增4组
专项执法入户小组， 完善执法装
备， 结合生态环境局下发的 “双
高”企业和车辆明细，开展有针对
性的入户执法检查。 对于检查中
发现的超标排放检测数值高的、
超标排放次数多的柴油车辆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进行高限处罚。

此外， 为了加大检查检测力
度， 该局联合多部门对非经营性
加油站进行执法检查，对加油站，
储油库检查检测全覆盖。 截至目
前共查处违法行为6起，立案处罚
金额26万元， 同比增长100%，确
保油气油品质量达标。

废弃沙发无人理， 床垫布
料 烂 发 霉 ， 弹 簧 铁 丝 伤 居
民 ， 废旧报纸满天飞……这些
污染环境的废物 ， 困扰了居
民、 物业很长时间， 近日在北
京通州区永顺镇不仅不见了踪
影， 还多了个能把这些废弃用
具 “吃掉” 并再利用的绿色消
纳站。

在永顺镇李庄新村路东 ，
传来阵阵机器的轰鸣 。 沙发
木头破碎区、 打包区、 钢丝床
垫剪切区的工人忙个不停， 大
块的废木、 扭曲的钢丝、 成堆
的 废 纸 被 “ 吃 ” 得 一 干 二
净 。 北 京 洪 利 兴达废旧家具
消纳站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 “这些木屑一天可运走80
吨 ， 将集中运输到发 电 厂 进
行电化处理 ， 用于发电。”

伴随着金属切割机的轰鸣

声， 床垫的钢丝以及各类金属
制品被切成适当的长度或形
状， 随即便被送至一旁的金属
压块机进行液压成块 。 据了
解， 这些金属块将运到唐山迁
安的首钢集团相关公司 ， 进
行金属的二次利用。 而在对面
的打包区 ， 被打包成块的废
纸废布也将被送往垃圾处理消
纳场。

永顺镇环境办副主任洪杉
说 ： “为了让环境更加宜居 ，
设立了精细化管理网格办公
室， 将全镇分为八大片区， 并
根据各小区位置设置了157个
网格巡查员。 这些网格员一旦
发现小区堆物堆料， 有废旧家
具等情况， 便会拍照留痕， 组
织运输， 随后再拍照确认， 按
步骤、 有计划地对这些废旧用
品进行消纳。”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昨天 ， 药品 “科技活动
周 ”、 “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
周” “双周” 活动启动仪式在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举行， 本次
活动由市药监局和各区市场监
管局在全市范围内同步开展。

药品 “科技活动周” 活动
主题为 “药品安全 科普惠民”。
科技周期间多种形式药品安全
科普宣传将走进机关 、 社区 、
企业、 学校、 农村。 北京市药
品检验所、 北京市医疗器械检
验所 、 北京市药品包装材料
检验所等检验机构也将开展公

众开放日活动。
“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周

活动” 主题为 “安全用妆 点靓
生活 ”。 宣传周期间以化妆品
安全使用知识、 化妆品法规为
重点进行科普宣传。

同时， 积极开展化妆品宣
传进校园、 进社区等活动， 邀
请专家开展化妆品安全知识讲
座， 组织开展化妆品安全网络
知识竞赛， 督促和引导企业落
实化妆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
提高消费者的化妆品安全认知
水平。

新发地小学日前举办 “我
与祖国共成长” 迎 “六一” 展
示活动， 多位艺术家与师生同
台展示才艺， 共同向新中国70
周年华诞献礼。

活动当天， 中国书法家协
会理事、 北京书法协会副主席
杨广馨， 北京市美术协会理事
崔泽培与该校向阳花书画社团
的师生共同创作了两幅书画长
卷； 剪纸社团展示了与非遗传
人张丽君共同制作的大型剪纸

作品 《阳光校园 》； 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李
连元展示了多项空竹 “绝活”，
并为孩子讲解如何做的高难度
空竹动作 ； 街舞 、 足球社团 、
合唱、 风筝、 航模、 创客等社
团也进行了精彩展示。

新发地小学校长徐学敏介
绍 ， 在新发地小学 ， 每个学
生 都能在绿茵场上奔跑 ， 都
能拿起软笔写字绘画， 都能掌
握剪纸 、 抖空竹两种技艺 。

新发地小学

近日， 第十一届北京月季
文化节在北京大兴区拉开帷
幕。 把最美的月季敬献给 “身
边好人” 环节成为开幕式上最
为引人注目的环节。 此次活动
由首都文明办、 大兴区文明办
和魏善庄镇人民政府共同策
划 。 来自京津冀的300多名观
众 、 36名首都地区 “身边好

人” 代表及家属参加了活动。
开幕式上， 21名青少年向

身披绶带的21位 “身边好人 ”
敬 献 月 季 。 开 幕 式 结 束 后 ，
“身边好人 ” 参观了月季博物
馆， 从历史、 科学、 文化、 世
界、 人物、 园林、 生活、 展望
等八个主题展块中， 了解了数
千种月季的历史演变进程。

□本报记者 盛丽

市花月季献给21位“身边好人”
北京月季文化节在大兴区拉开帷幕

通州永顺

北京市住建委

施工许可审批实现全流程网上办理

绿色消纳站“吃掉”旧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