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摆台纸笔茶杯间距要用
厘米衡量 ； 一个简单的茶水服
务， 需要25个标准化服务步骤 ；
2斤半的面团， 在两分钟内可抻
出32768根面丝……近日 ， 记者
在2019年北辰集团会展服务技能
展演活动现场， 真正见识了什么
是享誉中外的 “北京服务”。 416
项千锤百炼的 “北辰标准” 和一
支政治过硬、 技艺精湛、 经验丰
富的技能团队， 向全世界展示了
中国服务风采。

技能展演呈现北部 “会
客厅” 软实力

据了解， 此次服务技能展演
活动以 “争当岗位能手 激励创
新成才” 为主题， 它作为北辰集
团年度技能大赛和培训活动的最
终呈现 ， 旨在搭建技能比武平
台， 选拔优秀人才， 促进标准提
升 ， 以最高标准展现北京北部
“会客厅” 软实力。

长期以来， 北辰集团工会把
职工岗位培训、 技能比武和劳动
竞赛活动作为提升企业经营管理
服务水平的切入点， 成为发现培

养人才， 展示职工技能的契机、
平台。 多年来， 通过举办技能大
赛 ， 打造了一支知识型 、 技能
型、 创新型会展队伍， 为北辰会
展提供坚实的人才培养、 技能提
升、 标准支撑。

活动现场分为会展服务技能
和创意餐饮两个环节进行展示。
在会展服务技能展演环节， 北辰
会展旗下多家企业分别进行了服
务礼仪、 摆台和茶水服务、 工程
技能、 多国项目考察、 签约服务
展示， 其输出管理的京外项目也

进行了综合展示。
在创意餐饮环节， 北辰会展

旗下多家企业分别进行了创意餐
饮展示。 其中来自北京五洲大酒
店的抻面大师黎长新师傅在两分
钟内用2斤半的面团抻出32768根
面丝 ， 超出了吉尼斯记录的四
倍； 来自国家会议中心的耿彪师
傅是老北京烧饼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代传承人， 他制作的一个个
小小的烧饼， 暄软香甜， 切开后
横断面层次清晰， 薄厚均匀， 上
下18层， 如同一件艺术品。

精益求精高标准成就
“北京服务”

展演现场，整齐划一、行云流
水的会展服务和精雕细琢、 美轮
美奂的创意餐饮令人叹为观止。
而这仅仅是北辰集团高标准服务
质量下的一个缩影。

在扎实开展职工技能培训 、
比武练兵的同时， 北辰集团创建
了一批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
充分发挥技能工作室的引领和示
范作用，围绕“经验传承”和“技术
创新”，将技能成果广泛应用于生
产实践， 形成了一系列培养建设
高地，涌现出一大批技能中坚。其
中，以黎长新名字命名的“黎长新
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带领工作室
创新出五百多个作品； 国家会议
中心“陈宝明创新工作室”团队制
作的糖艺作品在2014年APEC领
导人会议周、“一带一路” 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重大
活动中得以展示， 多次制造服务
亮点，受到国内外嘉宾赞赏。

打造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技

能人才团队， 北辰会展认真总结
在历次重大国事政务服务保障工
作中积累沉淀的宝贵经验， 不断
更新完善服务流程， 用标准化建
设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目前， 北
辰会展已自主研发416项企业服
务标准， 涵盖会议服务、 展览服
务、 餐饮服务、 安全与应急、 信
息等方方面面。

立于行业潮头， 北辰会展践
行国企责任与担当， 积极参与国
家、 行业标准制定， 独家研制了
国 内 会 议 业 的 第 一 个 国 家 标
准———《会议分类和术语》， 参与
起草了4项部颁标准， 为行业数
据统计和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些看不见的“北辰标准”和
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让北辰会展
屡膺重任、不辱使命，先后圆满完
成了2014年APEC领导人会议周、
G20杭州峰会 、两届 “一带一路 ”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金砖国家领
导人厦门会晤、 上合组织青岛峰
会、中非合作论坛、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等一系列重大国事政务活动
的服务保障任务， 以“精精益求
精，万万无一失”的 “北京服务”
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服务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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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日从北京市公安局获
悉， 今年以来， 北京警方依托公
安部 “净网2019” 专项行动， 始
终保持规模化、 生态化、 专业化
的打击势头， 取得了显著成效。
今年1至10月， 北京警方共侦破
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案件
240余起， 查获违法犯罪人员910
余名， 其中有25人是相关部门、
企业、 单位等源头 “内鬼”。

北京警方于今年4月、 8月开
展了两次打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违法犯罪集中收网行动，共
打掉犯罪团伙14个， 查获违法犯
罪人员240余名， 勘验服务器、手
机、电脑等电子设备230余台。 特
别是会同朝阳、 房山分局通过专
班侦查，集中收网，先后打掉2个
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方式从事网
络诈骗、营销推广的犯罪团伙。

同时， 网安总队瞄准网络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源头， 紧盯
以合法公司为掩护对外非法提供
信息服务行为， 严打利用黑客手

段窃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 深挖
利用职务便利泄露信息的“内鬼”
源头， 从根源上铲除信息泄露的
隐患。 今年以来，先后会同海淀、
朝阳等分局， 抓获相关部门、企
业、单位等源头“内鬼”25名，尤其
是侦破了某科技公司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案、 王某等人向诈骗团伙
出售特定标签客户信息案等多起
重大案件， 及时消除了信息泄露
隐患， 斩断了犯罪链条， 挤压了
犯罪空间。

416项“北辰标准”锤炼“北京服务”
□本报记者 王路曼/文 孙妍/摄

□本报记者 闫长禄

“净网2019”专项行动战果硕硕

11月30日， 由北京职工婚姻家庭建设协会联合北京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工会举办的单身职工交友联谊活动上， 220余名来自活动单
位的单身职工参与联谊， 现场牵手成功率高达20%。 活动上， 幸福
拍手操、 破冰游戏、 心有灵犀等新颖的创意活动逐个开展， 让单身
男女从陌生到熟悉， 进而勇敢地表达了择偶标准和对美好爱情的憧
憬， 活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北京警方侦破240余起侵犯公民信息案件

为了丰富退休人员精神文
化生活，近日，西城区举办以“我
爱我的祖国”为主题的社会化管
理退休人员文艺汇演。记者从活
动上获悉，西城区目前正在全力
推进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纳入社
会化管理， 预计到2020年底，将
接收国有企业退休人员12万人。

此次文艺汇演歌、舞、器乐
演奏、快板、旗袍秀等10余个表
演节目精彩纷呈，这些节目全部
是退休人员自编自导自演，充分
展示了西城区退休人员健康快
乐的精神风貌。

记者从现场获悉， 一直以
来， 西城区与辖区多部门配合，
为退休人员提供老有所养、老有
所教、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
所为、 老有所乐的活动空间，搭
建“百花齐放”的活动平台。近年

来，组织开展了书画展、各类知
识讲座、 政策咨询，“我爱西城，
健步走向健康”持杖健步走等形
式多样的文化教育活动。 同时，
不断完善和创新社会化退休人
员的管理服务模式，通过推进低
龄退休人员招用纳入就业新政
策、聘用退休人员在社区从事社
会化管理服务、定期组织文化惠
民活动和节日走访慰问等举措，
促进退休人员共享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成果，提升了退休人员
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据悉，西城区社会化管理退
休人员已达到12.4万人，占全区
退休人员总数的28.18%。 目前正
在全力推进国有企业退休人员
纳入社会化管理， 到2020年底，
预计接收国有企业退休人员12
万人，管理总人数达到24万人。

近日， 北京市首家农村老年
配餐中心———怀柔区桥梓镇老年
餐配送中心正式投入运营。 该中
心的服务范围覆盖桥梓镇所有村
庄， 主要负责桥梓镇困难、 失能
和有需求老人的配餐送餐工作。

桥梓镇老年餐配送中心包含
厨房、 分餐区和用餐区， 并与养
老驿站相连接 。 用餐区布置温
馨， 走廊一侧还特意安装了安全
扶手， 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便
利。 堂食餐具和配送餐具都有保
温功能， 20余种菜谱营养搭配，
每天都不重复。 此外， 配送中心
每周会提前征求老人意见， 根据
老人的要求制定菜单。 老人的餐
食均由有资质的公司加工为半成
品后密封送到镇送餐中心， 再加

热分餐给老人。 操作间内干净整
洁， 整个加工过程规范卫生。 送
餐的餐盒和餐车都具有保温功
能。 中心将每个餐盒写上老人的
名字 ， 专人专用 。 给老人送餐
时， 将上次用过的餐盒收回清洗
消毒， 无需老人自行清洗。

目前， 怀柔区共有城乡社区
养老服务驿站64家， 已开展助餐
服务的有45家， 每月提供助餐服
务5.5万人次。 建设养老服务驿站
能够满足一部分老年人的服务需
求，但养老服务驿站存在选址难、
建设成本高等问题， 无法覆盖所
有的社区、村，需要探索新的模式
解决助餐问题。因此，怀柔区民政
局将助餐作为农村养老服务改革
试点任务， 投资建成桥梓镇老年

餐配送中心， 在政策上给予配餐
中心建设、餐厨设备、餐车一次性
补贴， 在运营过程中根据具体配
送情况给予送餐补贴和餐费补
贴，通过“中央厨房+社区配送+
老年人家庭”等方式，逐步探索解
决养老助餐问题的经验模式。

在服务的同时， 怀柔区民政
局制定 《怀柔区居家养老助餐服
务项目送餐监管方案》， 通过手
机APP记录送餐服务过程， 将送
餐服务纳入监管体系， 采取信息
化手段对送餐就餐情况进行实时
记录， 并将送餐记录作为送餐服
务流量补贴的重要依据 。 下一
步， 怀柔区民政局将在试点基础
上， 向其他镇乡、 街道推广养老
助餐服务。

———北辰集团会展服务技能展演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盛丽

菜谱营养搭配每天不重样

□本报记者 陈曦

西城接收国企退休人员2020年底将达12万

本市首家农村老年配餐中心在怀柔桥梓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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