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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唐唐诗诗

“接诉即办”成效显著 转办诉求7万余件

□本报记者 任洁

□本报记者 唐诗

五中：红色情怀在校园里传递延续

解决率达67% 满意率达到81%

□本报记者 王路曼

石景山军民携手创文明

密云税务局全员参与“练兵比武”

自北京市开展 “接诉即办”
以来，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累计接
到12345市民服务热线转办诉求
7.25万件， 承接量居于各委办局
首位。 其中， 西城区德胜街道食
药所围绕 “12345热线 ， 接诉即
办” 工作， 依托德胜街道 “德不
孤必有邻之德邻计划” 项目， 迅
速解决食品安全诉求， 提升辖区
群众满意感。

全市市场监管部门诉求
解决率达67%

截至目前， 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累计接到12345市民服务热线
转办诉求7.25万件， 其中食品安
全类诉求1.13万件， 承接量居于
各委办局首位。 市市场监管局深

度分析市民诉求， 针对市民诉求
反映集中的热点、 难点问题， 采
取标本兼治的措施进行长效治
理。 通过努力， 市场监管部门的
诉求解决率、 群众满意率从1月
份起逐月提升 ， 目前解决率达
67%， 满意率达到81%。

基层一线在具体执法和承办
诉求过程中， 从以往的 “坐等上
门” 变为 “主动出击”， 积极探
索出许多好方法、 新举措， 通过
以点带面， 将问题防范于未然，
努力将事情办到群众心坎。 “今
年上半年 ， 我们共接 ‘接诉即
办 ’ 案件 5934件 ， 响应率达到
100%， 合理诉求解决率和满意
率均达到90%以上。 群众诉求热
点主要集中在日用百货、 食品、
家用电器、 交通工具、 通讯器材

等领域。” 西城区市场监管局局
长闫学会表示， “西城区下辖15
个街道的15个食药所， 均设有快
速检测室。”

其中， 西城区德胜街道食药
所紧紧围绕 “12345热线 ， 接诉
即办” 工作， 依托德胜街道 “德
不孤必有邻之德邻计划” 项目，
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服务理
念 ， 紧紧围绕老百姓的日常生
活， 迅速解决食品安全诉求。

“接诉即办” 解决食品
安全诉求

7月30日上午， 德胜街道食
药所的新明家园社区联络站内，
社区居民徐大爷前来咨询问题，
他告诉记者， “一些所谓的 ‘健

康讲座’ 会发放食品袋， 我会把
里面的食品带来检验， 检测发现
是三无产品。 我回去告诉周围的
邻居别吃， 大家现在也会来这里
免费检测食品， 我们现在更重视
食品安全问题了， 也更放心了。”
西城区德胜街道食药所副所长徐
中华介绍， “目前， 我们所可以
对43种食品进行快速检测食品。”

今年5月， 德胜街道食药所
接到12345热线的诉求单 ， 居民
王先生反映从超市买来的羊肉片
没有羊肉味儿， 怀疑不是羊肉，
要求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接到诉
求后， 执法人员当日将采样的羊
肉 片 在 食 品 快 检 室 内 进 行 了
DNA物种检测 。 两小时后 ， 物
种检测实验结果显示， 该肉片检
测出羊肉基因。 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联系王先生告知其检测结果，
肉没问题。 工作人员的细心解答
使王先生排解了疑惑， 王先生对
工作人员的态度连连夸赞。

记者了解到， 今年6月， 德
胜街道食药所对社区食品安全科
普宣传站进行了全新升级改造，
围绕 “接诉即办” 工单中， 百姓
关注的和百姓关心的食品安全问
题， 设置了食品安全快检台、 食
品安全小讲堂 、 食品安全图书
角、 90大卡热量食品模型、 食品
制作体验区等。

北京市第五中学始建于1928
年， 在风云激荡的年代中诞生、
成长， 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 五
中人逐渐形成爱国主义情怀， 并
通过实际行动来传递延续。

1947年， 国民党发动内战 ，
青年学生对腐朽政治和黑暗现实
越来越不满 ， 抵触情绪日益高
涨， 急迫寻找着社会新出路。 五
中学生王熙忠在宿舍里安装了收
音机， 带动周围同学一起收听解
放区的广播； 学生佟继刚在身为
进步学生组织民联盟员的姐姐的
影响下， 参加了党领导的进步学
生歌咏队和读书会， 开展各种活
动； 学生吴定生在清华大学第一
次看到进步标语和大字报， 接触
到民主思想， 回校后与志同道合
的同学分享……革命的火种在校
园里点燃、 传递。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青

年 联 盟 很 快 在 五 中 成 立 ， 带
来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斯大
林论知识分子》 等中国和当时苏
联的进步书籍， 学生传看起来。
在革命精神的引导下， 1949年1
月初， 五中发展了3名中共党员。

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
展， 五中学子开始传递 《中国人
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告北平市人民书》 《八项和平条
件》 《将革命进行到底》 等通知
文件， 让越来越多群众了解党的
政策文件， 民主、 进步的思想得
到进一步传播 。 北平和平解放
时， 五中全体师生高举着各种欢
迎标语， 喊着口号， 喜气洋洋地
参加了欢迎解放军入城式。

岁月荏苒， 红色的印记铭刻
在校史中， 更铭刻在五中人的心
中。 2018年， 五中高一学生焦若
洋向学校申请， 成立起国旗护卫

队， 两三天就吸引近30名学生报
名。 他们利用课间操时间练习队
列， 一遍一遍反复磨合， 汗水浸
透衣领也顾不上去擦拭。 如今的
每个周一， 操场上都会迎来庄重
的升旗仪式， 在全校师生的注视
下， 学生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划
一的步伐， 一丝不苟地完成所有
动作 ， 用行动开展红色教育 。
“向祖国致敬， 请祖国检阅！” 当
国旗升到旗杆顶的那一刻， 所有
人的爱国情绪也达到了顶点 。

“八一” 建军节期间， 有着
“全国双拥模范城” 七连冠美誉
的石景山区， 全区28家报到单位
党组织、 3814名在职党员、 3795
名社区 “老街坊” 志愿者走进9
个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50
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与驻
地部队官兵、 休干系统退休退役
军人携手开展慰问演出、 座谈分

享会等活动。
其中， 琅山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开展 “军民携手创文明”
双拥活动， 社区在职党员、 老街
坊志愿者、 共青团员、 少先队员
共90余人来到苹果园消防站， 为
消防官兵带来了西瓜和饮料等慰
问品。 八大处社区组织在职党员
听退役老兵、 现役军人讲述自身

故事， 并进家入户送上 《文明行
为手册》、 开展创城宣传， 共同
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激发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军队的
情怀。 苹二社区组织慰问走访辖
区伤残军人， 并为他们送去生活
所需的小药箱， 帮助分类整理药
品， 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倾听
他们的心声和建议。

7月30日， 中国园林博物馆
“仲夏夜之梦 ” ———夜宿最美博
物馆夏令营活动开始了。 晚上7
点刚过 ， 小营员们开始了一场
晚间游园的园林探索之旅， 孩子
们一起在繁荫古建间探索园林
历史 ， 发现大自然的奥秘， 徜
徉在柔婉园林夜景中 ， 插花学
礼， 体验古人丰富多彩的园居生
活雅趣。

本报记者 邱勇
通讯员 王宇 摄影报道

园博馆带你
玩转园林一夏

7月30日傍晚 ， 结束了一
天的工作 ， 密云税务局160名
税务干部来到区总工会职工俱
乐部大厅， 在这里参加由密云
区税务局组织开展的 2019年
“岗位大练兵 、 业务大比武 ”
活动考试 （以下简称 “练兵比
武活动”）。 此次 “比武考试 ”
仅是密云区税务局提升税务干
部业务能力和素质的活动之
一 ， 持续半年的全员综合培
训、 业务骨干培训等大大小小
的培训课程， 都成为密云区全
体税务干部强能力、 精业务的
重要渠道。

此次练兵比武活动仅邀请
了密云税务局40岁以下的税务
干部参加 ， 考试分为综合文
秘、 货物和劳务税、 个人所得
税 、 大企业税收管理4个专业
岗位。 据介绍， 此次练兵比武
聚焦税收事业发展重点、 实际
工作难点、 纳税人和缴费人关
心热点 ,围绕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 组织税费收入、 优化税收

执法方式等重点工作任务， 以
应知应会知识和业务技能为主
要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练兵
比武活动还围绕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风
廉政建设、 执法风险、 公文写
作等内容设置考题 。 “秉承
‘人才强税 ’ 战略 ， 我们通过
开展练兵比武活动， 力求打造
一支高综合素质、 高业务水平
的税务干部队伍。” 陈建国表
示 ， 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
在全区税务干部中掀起学业
务、 练技能、 争当岗位能手的
热潮， 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立足
本职、 提升能力的积极性， 同
时， 发掘、 培养和选拔优秀人
才， 发挥人才示范引领作用。

据介绍 ， 考试前的两个
月， 密云区税务局还针对练兵
比武活动内容， 陆续开展了四
期相关专题培训， 包含参与练
兵比武的税务干部在内的密云
区税务局500余人参加。

□本报记者 白莹

学院路拆除郭林家常菜违建

2000平方米的饭店， 竟然
包括 “包间 、后厨 、仓库 、办公
室、员工宿舍”等在内的1200平
方米都是私自搭建的违法建设
房屋。 7月31日，学院路街道、海
淀区城管执法局共同对辖区内
的郭林家常菜馆违法建设进行
拆除，消除安全隐患。

当天上午， 记者跟随海淀
区城管执法局的执法队员来到
了学院路街道王庄路15号的郭
林家常菜馆。 在饭店内记者看
到， 所谓的员工宿舍就是大约
10平方米左右的砖混墙壁加彩
钢屋顶的临时房屋， 每间大约
住着七八个人；而违建仓库里，
之前更是堆放着各种食材以及
食用油等易燃物品； 在违建后
厨里， 各种私拉电线插孔星罗
棋布，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9时30分， 违法建设拆除
工作正式开始， 由于违建房屋
位于居民社区内， 为了尽量不
影响广大社区居民的正常生
活， 将拆违施工对餐饮企业的

影响降到最低， 此次拆违工作
采用了前面人工拆除， 后面机
械拆除相结合的方式， 完成全
部工程预计要五天左右时间。

执法队员告诉记者： “自
全市全面开展拆违、 控违工作
以来， 我们城管部门按照街道
治违的具体工作要求， 严格摸
排和治理辖区内的违法建设 。
此处违建始建于2000年前后 ，
在违建拆除前， 我们多次对饭
店负责人进行约谈， 为其解读
相关法律法规， 宣传违法建设
的危害及北京市整治违法建设
的工作要求。 饭店负责人也积
极配合， 迅速将违建内水电等
设施关闭， 暂停了违建房屋的
使用。 保证了今天进行的违法
建设拆除工作。”

下一步， 该街道将继续加
大排查力度， 依照辖区网络化
管理原则落实监督责任， 从源
头抓起， 确保违法建设无立身
之所， 为市民提供一个整洁有
序、 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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