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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 记者从廊坊中建机
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建机
械 ） 获悉 ， 该公司从引领 、 智
造、 转型、 创新四大主题出发，
设置走进产品制造一线、 创新工
作室交流、 模拟塔机驾驶、 亲子
涂鸦等互动环节， 吸引了媒体、
专家、 企业工人、 学生及普通市
民等共计80余人参加。

走进该公司箱式房生产中
心， 来自廊坊市高校的学生们，
围聚在箱式房顶底框焊接生产线
旁 ， 聆听讲解员的讲解 ,观看生
产线自动翻转过程。

又 “快” 又 “好” 是箱式房
最大的优点。 “快” 是模块化建
筑以集装箱为载体， 将建筑体分
成若干个空间模块， 在工厂内精
装修清洁， 运到工地像搭积木一
样快速拼装； “好” 就是箱式房
可量身订制 ， 形成多样空间组
合。 广泛运用的新型建材， 让房
屋更节能、 更环保、 更健康。

当天揭牌的河北省劳模和工
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耿贵军创
新工作室， 正是采用公司最新型
箱式房搭建而成。 耿贵军创新工
作室先后取得17项专利、 30项技
术优化， 先后开发出厨房箱、 酒
店用房、 售卖箱等多种新箱型；
研发出了经济实用型C型箱； 解
决了8米箱底框梁下榻严重等技
术难题； 研发的箱式房电气元件

结构、 屋面检修口设计以及酒店
式用房给箱式房产业带来了突破
性变革， 是该公司一线职工发扬
工匠精神的典型代表。

在不远处的智能科技体验
区， 廊坊市安次区小朋友们正在
兴致勃勃地驾驶塔机模型、 涂鸦
箱式房模型， “中建机械可以随
意拼装组合新型箱式房， 将孩子
心中的百变魔法屋变成了现实。”
一位市民感慨道。

中建机械党委书记、 董事长
黄东文介绍 ， 从 2013年摸索至
今， 中建机械箱式房技术水平和
生产能力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公司箱式房业务研发团队， 汇集
了公司十几个部门的研发人员，
每天在这里进行头脑风暴、 “把
脉会诊”。 6年间， 箱式房产品从
无到有、 从有到优， 由最初简单
生产制造升级为绿色智能生产。

在距离中国1.4万公里的吉
布提港口， 维和部队使用的拼装
式箱式房； 在毛里求斯圣皮埃尔
科特多沃综合体育中心项目， 中
建机械自主研发的QTP7020塔式
起重机顺利完成安装验收……

如今， 在 “一带一路” 众多
超级工程中， 都能看到中建机械
产品。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王艳 刘爽/摄

在 “ 6.5” 世界环境日前
夕， 由北京市妇联主办， 延庆
区妇联协办 的 2019年 世 界 环
境日主题活动———“美丽北京·
家行动” 亲子环保实践活动在
延庆区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
举办， 150户家庭400余人参加
活动。

活动以绿色游园会的形式
展开， 通过互动体验、 亲子运
动会等方式 ， 倡导低碳生活 、
绿色环保的理念。 主办方还设
置了绿色植物画、 绿色冲刺赛、
家庭园艺师、 垃圾分类小行家
等丰富多彩的亲子实践活动。

三户家庭代表现场向全市
家庭发出 “美丽北京， 家行动”
倡议， 倡导实践自觉实行垃圾

减量垃圾分类， 一水多用， 做
到资源回收利用； 购物使用布
袋子、 菜篮子， 尽量不用塑料
袋； 自觉实行绿色出行， 减少
使用私家车， 多乘公共交通工
具， 多走路多骑车等 “绿色家
庭公约” 十件事。

从2018年开始 ， 北京市妇
联在全市广泛开展 “美丽北京·
家行动” 主题实践活动， 内容
包括在全市家庭倡导 、 实践
“绿色家庭公约” 十件事， 举办
“绿色伴我家”小课堂，开展“绿
色生活角” 网络秀，建立绿色生
活体验基地， 开展 “绿色生活
我先行”家庭志愿服务等，引导
带动全市广大家庭自觉践行简
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任洁

□本报记者 孙艳

近日， 北京市生态气象和
卫星遥感中心发布的 《北京市
生态遥感年度报告 （2018年）》
显示， 北京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 其中北京生态涵养区和
中心城区的植被覆盖度、 植被
固碳释氧量、 水库大坝水体面
积等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
性指标在2018年达到最好。

生态涵养区和中心城区是
北 京 两 大 重 要 生 态 功 能 区 。
“多年来， 我们利用气象卫星遥
感技术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
境进行了持续 、 动态地监测 ，

通过对植被覆盖度、 植被固碳
释氧量、 水库水体面积、 大气
透明度、 大气洁净度、 城市热
岛等多项指标值的年际间分析，
反映生态环境及其格局的变
化。” 北京市生态气象和卫星遥
感中心负责人王冀介绍说。

其 中 ， 《 报 告 》 显 示 ，
2018年， 反映城市植被覆盖度
达到2000年以来最大值 ， 从各
区来看， 门头沟、 怀柔、 延庆
三区占据植被生态质量改善前
三甲， 怀柔区同时稳居全市植
被生态质量第一位。

“我这次能顺利完成社保转
移， 多亏了你们！” 近日， 外埠
在京厨师张大姐来到西城社保中
心， 嘴上道着谢， 手中还拿着锦
旗 ， 执意送给工作人员 。 近年
来， 西城社保中心连出实招， 全
力推进社会保险实现跨省转移接
续工作再上新台阶。 西城社保中
心的工作人员用他们精准、 细致
的服务， 既保障了参保群众的个
人权益 ， 又维护了社保基金安
全， 真正实现了业务效益和社会
效益 “双丰收”。

提出“四步并行法”
帮职工解决实际问题

张大姐说， 由于她的社保做
过跨省转移等， 在办理退休时，
她需要办理的手续非常复杂， 她
到西城社保中心转移接续科咨询
时， 工作人员为她提供了解决方
案。 之后半年多时间里， 工作人
员按照政策规定及相关操作流
程， 多方协调， 终于帮张大姐办
结了转移接续手续。

记者了解到， 社会保险实现
跨省转移接续， 是全民关注的好
事， 更是事关很多流动工作人员
切身利益的大事。 但由于社保转
移接续是新事物， 有时会受到历
史条件的限制， 有时还涉及到很
多单位很多部门， 是一项需要参
保人、 参保单位、 本地与外埠社
保经办机构及行政部门多方协作
和配合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环
节的疏忽和缺失都会导致业务的
停滞和中止。

为了切实帮助职工解决实际
问题， 西城社保中心提出了 “四

步并行法”： 一是对历年积压的
社保转移接续业务情况进行摸底
排查， 对其中的疑难问题进行统
计梳理， 逐项解决。 二是加快社
保转移办理进度， 主动和外埠经
办机构就转移事项进行交流沟
通， 特别是在用函件的协商沟通
中， 强化用法律法规条文、 上级
颁发文件解决问题， 确保经办业
务有理有据有节。 三是明确各项
业务政策边界， 持续不断加大对
窗口办理人员的学习培训力度，
对无法办理的事项要向参保群众
说清楚； 对能办理的转移情况要
做好业务各环节的告知工作。 四
是开通办结业务短信告知平台，
每周将办结的业务通过短信反馈
给单位经办人或转移人。

通过精细化管理服务
全面杜绝责任缺失

西城社保转移接续科的工作
人员深知， 社保转移接续事关参
保群众的切身利益， 因此， 在日
常管理中， 他们特别注重强化精
细化管理服务意识， 全面杜绝责
任缺失。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西城
社保转移接续科专门编制了全面
完整的信息科目， 把办理转移的
参保人员基本信息、 申请险种、
办理进度等30多个项目进行详实
统计， 每笔业务都进行记录， 确
保信息录入透明， 有据可查。 同
时， 他们还制定了科学合理的业
务经办管理办法， 从柜台接待，
任务分配， 到审核汇总， 每个业
务节点都有专人专岗负责。 对社
保转移业务采用了 “管家” 式服

务， 转入业务的每个环节都有它
的专属 “管家 ”， 每位 “管家 ”
拥有自己分管业务的电子档案 ，
对办结的业务及时总结分析， 对
未办结的业务提出解决方案， 定
期和外埠经办机构沟通协调等。
通过一系列环环紧扣的精细化管
理服务， 切实避免了 “有的业务
没人管， 有的人员不管事” 的情
况。

累计斥资50余万元
提升邮寄函件准确度

自2015年以来， 为了进一步
提升转移接续的办理速度和准确
率， 西城社保中心先后累计斥资
50多万元， 把所有转移接续函件
都通过邮局EMS传递， 以提升社
保转移接续邮寄函件的准确度和
反馈率， 目前， 中心共准确发送
各类函件2万余封。

记者了解到， 自2010年建立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以
来， 截至2019年4月底， 西城区
共为2万余人办理了养老保险转
入业务 ， 转入资金累计近12.24
亿元； 为3万余人办理了养老保
险转出业务 ， 转出资金累计近
11.3亿元。 今年1月至4月， 除去
业务咨询解答的业务外， 转移接
续实际处理的业务总量月均达
3000余笔。

“工作虽然很繁忙， 但是抬
头看到墙上挂着的那一面面锦
旗 ， 就立刻感觉充满干劲 ， 今
后 ， 我们会继续尽自己最大努
力， 为广大参保群众提供优质、
贴心的服务。” 西城社保转移接
续科一名工作人员说道。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陈绿

西城社保转移接续工作获“双丰收”
保障参保群众权益 维护社保基金安全

□本报记者 任洁

北京市第十七中学小学部
日前举办 “厚植家国情怀 文化
滋养成长” 主题文化节， 通过
课程文化、 活动文化、 教师文
化、 理念文化等多个角度、 多
种形式的展示， 推进学校文化
特色建设和学校内涵发展。

吟诵串烧 《诵经典 润童
心》， 武术、 拉丁、 双截棍、 健
美操、 跳绳表演， 微课程展示
《中华诗词》， 孩子们在舞台上
活力四射， 绽放属于自己的缤
纷童年。 教师讲述的 《党支部
的领头雁》、 舞台剧 《心怀家国
爱 满 天 下 》 、 合 唱 《相 思 》 、
《送孟浩然》 以及 《我和我的祖
国》， 向观众传递了浓浓的家国

情怀。 书法、 脸谱、 毛猴、 剪
纸、 伞面、 匾额等8个传统文化
社团的学生不仅展示了才艺 ，
还与来宾互动。

此次活动邀请到著名书画
家王诚与学校书法社团的孩子
们共同挥毫泼墨， 创作了一幅
以校训为题的书法作品。 校党
总支书记王刚表示 ， 今年初 ，
高碑店中心小学和半壁店小学
正式并入十七中， 成为十七中
学小学部， 十七中学形成小初
高十二年一贯制格局 。 此次展
示活动突出传统文化在教育教
学实践中的传承和实践， 突出
学校红色基因教育， 将凝聚师
生合力， 深耕学校文化内涵。

“汛期已到， 我们一定树
立底线意识， 加大整改， 消除
隐患， 提高基层治理水平。” 山
东庄镇镇长崔成立说 。 近日 ，
平谷区在山东庄镇鱼子山村 ，
组织召开 “双安” (安全生产、
安全稳定） 村创建暨2019年度
防汛工作部署会。

会上 ， 平谷区山东庄镇 、
村两级干部集体作出承诺， 全
力建设 “双安” 村镇。 现场专
题回顾梳理了上一年度防汛工
作中存在的典型问题， 播放了
鱼子山水库、 拆违等问题事件
视频。 山东庄镇镇长、 山东庄

镇鱼子山村党支部书记现场作
出检查。

平谷区是北京市防汛的重
点地区之一， 全区有大中型水
库3座， 小型水库6座， 塘坝37
座， 河道32条， 地质灾害隐患
点220个， 涉及11个乡镇， 69个
村， 防汛任务十分艰巨。

今年， 平谷区为做好汛期
各种险情、 灾情的及时、 有效
处置， 共组建区级专业应急抢
险队伍14支， 其中1支区级综合
救援队伍， 11支专业抢险救援
队伍， 2支应急抢险后备队伍，
总人数近2000人。

智造机械让百变魔法屋走进现实
□本报记者 马超

150户家庭亲子环保体验迎环境日

生态环境关键性指标2018年达到最好

平谷组建区级专业应急抢险队伍

童心筑梦展示学校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