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设大厅主管佩戴 “有事请
找我”标牌、开设“找茬窗口”备好
茶水糖果接待投诉、 打造37度温
馨大厅增设温馨提示区等……记
者昨天获悉， 西城区政务服务局
从今年5月份开始实施“改革体验
官”制度，陆续发现359条问题，通
过这些“小切口”，他们找到政务
服务全过程的难点、堵点，打通了
政务服务的“微循环”。

探路：
组建百人以上体验队伍

近两年， 政务服务进入快速
迭代转型期， 正在经历由电子政
务向数字政务、 由线下政务向线
上线下同频共振的政务方式转
变。 想要提供优质服务， 就要掌
握各部门全流程办理情况， 找到
制约服务的难点、 堵点和痛点。

今年5月开始， 区政务服务
局结合第一批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主题教育， 按照先学先动
的要求 ， 开始实施 “改革体验
官” 制度。 通过公开招募， 组建
了一支百人以上 ， 涵盖企业群
众、 代表委员、 机关干部、 综窗
人员、 高等院校、 第三方机构六
大群体的体验队伍。

西城区政协委员、 北京众企
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余
渡元介绍， 因为身兼政协委员和
企业法人的双重身份， 工作中很

多事情都亲力亲为。长期以来，他
发现在工商、 税务等相关事项办
理过程中有很多不顺的地方。 去
年，他提交了一份提案。 没想到，
区政务服务局牵头召集相关部门
召开座谈会给予答复， 之后还聘
任他成为“001”号“改革体验官”。

体验：
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双提升

“我的任务就是将日常办理
事项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他
们。 ”余渡元表示，“‘改革体验官’
制度施行之后， 首先是工作人员
的服务态度更好了， 同时服务质
量也提升了。 ”

余渡元介绍， 今年9月 ， 他
办理过企业法人变更手续。 系统
自动生成的文件， 工作人员检查
后发现有错 ， 用笔圈出来作提
示。 改好后已经接近下班时间，
可又发现一个错别字， 但不影响
整体内容， 工作人员说还算当天
办理， 只要第二天改过来就行。
如果是以前， 可能就直接不给办
理了。 现在不仅会明确的告知问
题出在哪里， 而且对于非原则性
错误也有了容忍度。

来自第三方咨询公司的苏星
告诉记者， 以前政府部门聘用他
们大多是做满意度调查， 做 “改
革体验馆” 还是第一次。 在陪伴
办事人办事过程中， 他们会将发

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西城区政务
服务局。 苏星介绍，“新办企业会
领取到一个大礼包。 有一次工作
人员把营业执照折了一下放进大
礼包， 办事人看到说，‘如果不折
就好了，方便我们回去装裱。 ’我
们反馈后， 现在工作人员会把营
业执照‘卷’起来放进大礼包，这
已成了他们的标准操作流程。 ”

提升：
200人次参与 优化体验模式

据悉， 西城区政务服务局通
过 “改革体验官” 这个小切口，
开始了刀刃向内的倒逼式政务服
务微改革， 并且在体验模式等方
面进行探索。

现在， 走进位于西直门内大
街275号的西城区综合行政服务
中心， 立刻会有佩戴着 “有事请
找我” 标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前
询问需要办理什么事项， 并告知
办理窗口。

在一楼大厅的13号窗口， 还
有一个特别的 “找茬窗口”， 窗
口的桌上还为办事人备好了热茶
和糖果。 “喝上一口茶， 吃上一
块糖， 火气就能消掉很多。” 工
作人员解释说。

相关负责人介绍， 实施半年
来 ， 共有200余人次参与体验 ，
发现问题359条， 涉及服务品质、
服务环境 、 办事流程 、 网办深

度、 工作机制等多方面。 西城区
政务服务局由浅入深逐条核实、
逐个复盘、 分类整改， 问题解决
率达到90%， “微改革” 成效逐
步显现。

规划：
建立长效机制深化政务服务

据悉，目前，“改革体验官”制
度不仅在西城区区级的综合行政
服务中心实施， 而且同步覆盖到
了15个街道公共服务大厅以及8
个专业服务大厅。

“通过推行 ‘改革体验官’制
度，政务服务部门牢固树立‘企业
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我们就
努 力 提 供 什 么 样 的 服 务 的 理
念’。 ”相关负责人说。

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后， 他
们将把 “改革体验官” 作为一项
长效机制延续下去， 不断深化和
完善西城区政务服务。 同时， 关
心、 关注政务服务改革的社会各
界人士可通过微信公众号 “西城
e办事” 报名参与， 获聘的 “改
革体验官” 可随时到西城区政务
服务局检验窗口人员的服务态度
和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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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有群众反映老年人盲目
购买保健品的情况， 近日， 丰台
区卢沟桥街道司法所联合食药所
组织丰台路口和望园社区百余名
老年人在丰台路口社区开展首场
老年人保健食品消费法治大讲堂
活动， 提倡老年人保健食品理性
消费， 依法维权。

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从依法
明确保健食品， 提倡依法、 理性
消费和学法、 用法增强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的意识三个方面， 由浅
入深的对现场老人进行了剖析和
讲解， 提醒老年人在购买保健品
过 程 中 注 意 的 事 项 和 购 买 技
巧。

在如何依法明确保健食品的
环节中 ， 工作人员介绍 ， 在我
国， 只有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批准才能称是保健食
品， 保健食品往往是对日常饮食
的补充， 它们本质上仍属于食品
的范畴， 只是针对特定的适宜人
群有一定的保健功能。

在如何提倡依法、 理性消费
环节中， 工作人员强调购买保健
品一要辨别真伪、 二要选择合适
的、 三要理性消费。 不要听信商
家的一面之词 ， 切勿在健康讲
座、 礼品派送、 免费旅游等活动
现场上冲动消费， 不要一次性大
量购买， 了解清楚后再买。

在学法、 用法， 增强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的意识环节中， 工作
人员强调购买保健品时做到 “二
关注一索要”， 即一要关注商家
的营业执照、 食品 （含保健品）
许可等资质证明。 二要关注经营
单位具体地址。 三要索要相关凭
证， 要及时索取发票等凭证， 并
妥善保管。 最后叮嘱大家， 健康
还是要均衡的膳食营养， 良好的
生活习惯， 愉悦的心理情绪。

本次活动之后， 卢沟桥街道
食药所和司法所将根据辖区各社
区实际需要， 陆续在辖区开展老
年 人 保 健 食 品 消 费 法 治 大 讲
堂活动。

西城有个“改革体验官”

□本报记者 唐诗 通讯员 孙建国 李超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北京成为全国“万步有约”大赛主办城市

□通讯员 陈亚娟

让老年人对盲目购买保健品说不
地铁集章活动开启“打卡夜地铁”模式

近日， 2020全国第五届 “万
步有约” 健走激励大赛主办城市
竞选会在济南市莱芜区莱芜会展
中心举行 ， 在经过入围城市介
绍、 两轮投票、 决赛陈述、 公证
处公正等环节， 北京市怀柔区获
得2020年全国第五届 “万步有
约” 健走激励大赛主办城市。

竞选会上有北京市怀柔区与
山西省侯马市、 江西省崇仁县、
江西省婺源县、 黑龙江省桦川县
以及四川省邻水县6个城市入围，
通过 “六进三”、 “三进一” 两

轮评选， 无记名投票， 城市风采
展示。 怀柔凭借区位优势、 自然
优势、 生态优势， 配套优势和健
康优势， 深深的吸引了在场评委
和观众。

此外， 怀柔还通过介绍万步
有约 6+1模式 ， 即让 “万步有
约” 走进寻常百姓、 走进怀山柔
水、 走进中国影都、 走进国际会
都 、 走进科学新城 、 走进京津
冀， 最终落脚提升万步有约健康
精神和品牌效应， 精彩的活动规
划得到了专家评委的高度认可，

最终， 怀柔区以52票的绝对优势
胜出。

“万步有约” 健走激励大赛
于2016年由中国疾控中心发起 ，
从每年5月11日至8月18日， 每届
赛事100天。 今年全国有近2万个
竞赛团队30万余人参加了比赛，
越来越多的人在 “万步有约” 活
动中受益并乐享其中。 怀柔区将
以主办2020全国第五届 “万步有
约” 大赛为契机， 继续普及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 助力推进健康中
国行动落地。

近日， 一场别开生面的集
体颁证仪式在西城区婚姻登记
服务中心举办。 7对新人在众人
的见证下， 通过简约且文明的
仪式步入婚姻的殿堂。

活动前， 西城区婚姻登记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提前和网
上预约登记的新人电话沟通 ，
最终确定7对新人参加本次集体
颁证活动。 这7对新人来自多个
行业。 当天， 新人们在婚登室
完成登记后集体步入颁证厅 。
互相赠送礼物后， 颁证员开始

领誓。 值得一提的是， 婚登服
务中心还特别邀请到一对金婚
老人， 在为新人们送上新婚祝
福的同时， 讲述自己的婚姻家
庭故事、 传递家风家训。 仪式
现场， 金婚老人还成为西城区
婚姻登记服务中心特邀幸福婚
姻家庭志愿辅导员 。 据介绍 ，
这是今年西城区委社会工委区
民政局婚姻登记服务中心首次
举办的集体颁证仪式， 主要通
过格调高雅、 文明节俭的形式
倡导婚事新办、 喜事简办。

“微改革”大收效 半年解决问题300多个

□本报记者 盛丽

西城民政局举办首次集体颁证仪式

□本报记者 周美玉

目前，由北京市地铁运营公
司主办的 “寻踪1、2号线，‘打卡
夜地铁’”集章活动，在1、2号线8
个站点同时展开。地铁迷们从四
面八方赶来，感受集章活动所带
来的“快乐出行”。

昨天，在地铁2号线西直门
站，乘客们早早排起了长队。 在
站内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乘客们
完成了领集章册、 盖印章的流
程，随后乘坐地铁去往下一个盖
章车站。

活动中，有看到宣传海报约
朋友参加的乘客，也有偶然路过
时被活动吸引参与的乘客，但更
多的是来自各条线路地铁粉丝。
除了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的积
极参与。 不少有孩子的乘客，带
着小朋友来参加活动，体验了一
把现场的热烈氛围。有周日安排

了考试的孩子，提前半小时到站
内排队参加活动。还有发高烧的
小朋友一定也要守约打卡。

此外，根据每个站周边特点
定制的印章也大获好评。不少对
站点周边熟悉的乘客，纷纷表示
对印章特色的认同和好感。有乘
客在收集完4枚印章换取礼物
后， 坚持要将剩下的4枚印章盖
完，也有“印章迷”乘客带着自己
的印章册来集章，还有乘客希望
活动能一直延续开展。

据悉， 本次活动将持续1个
月。 在未来的三周， 逢每周五、
六晚9点展开， 于11月23日正式
结束。 还没有参加活动的乘客
可关注北京地铁的官方微信 、
微博， 获取活动参与方式， 体
会 “夜地铁 ” 的趣味 ， 感受
“夜北京” 的便利。

保健食品消费法治大讲堂深入卢沟桥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