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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开展文明游园专项行动

“您要握紧水枪， 对着这个
口， 把这两个头接上， 然后一拧
就可以出水灭火了。” 近日， 石
景山区鲁谷街道对辖区七个社区
的30名社工和5名安全生产检查
员 、 55名街道干部开展了一次
“一警六员” 消防技能实战操作
演练大课， “灭真火、 出真水、
场景真” 是培训课的主打内容。

在实训大课上， 专业消防人
员向学员详细讲解了使用水枪的
动作要领以及出水后的安全注意
事项、 灭火的具体流程， 然后进
行分组练习。 警报声响起， 演练
正式开始， 街道安全生产检查队
利用室内外消火栓铺设一条水带
干线， 让参训人员拿起水枪， 身
临其境体验了一把实战演习。

据了解，“一警六员” 由社区
公安民警和中央在京单位执勤武
警；街道、乡镇政府、村（居）委会
基层工作人员；安全生产巡查员；
物业服务企业职员；保安员；消防
安全重点单位及餐饮、 娱乐等火
灾高风险场所职员；微型消防站、
义务消防队和社会志愿力量等多
种形式消防队员组成，以“见火不
慌 ，抬手就打 ”为目标 ，以 “会报
警、会疏散、小火会用灭火器、大
火会用消火栓” 基本技能为主要
内容，在发现火情时，可以第一时
间应对。

据介绍， 下一步， 鲁谷街道
将利用街道 、 居委会临期灭火
器， 组织更多人参加培训考核，
争取达到全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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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街道筑起“防疫长城”

最近， 通过北京市电子税务
局办理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的会计小王惊喜地发现， 电子税
务局上线了汇算清缴一键退税功
能， 使用这个功能， 纳税人可以
在完成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同
时， 对清缴过程中形成的多缴税
款一并完成退抵税费办理。 这是
北京市税务局开展 “一把手走流
程” 以来， 着眼业务流程再造，
实现环节简并， 给企业带来的实
实在在方便与快捷体验。

今年3月以来， 北京市税务
局以 “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
事” 为出发点， 密集开展多批次
“一把手走流程” 活动， 打破以
往领导干部坐在机关找问题的工

作模式， 让 “一把手” 走流程、
坐窗口、 跟执法， 以市场主体和
一线工作人员的身份亲身体验办
税缴费堵点、 难点， 于细节处着
手优化服务和办事流程， 将企业
群众办事难的 “问题清单” 转变
为服务高效、 体验顺畅的 “满意
清单”， 打造首都税收营商环境
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过去， 实行分期预缴、 按年
汇算结算的纳税人在清算过程中
如果形成多缴税款， 需要在规定
时限内另行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退抵税费， 办税员一旦大意有可
能漏申请退税款， 不利于企业的
扩大再生产。 为此， 北京市电子
税务局上线汇算清缴多缴税一键

退税功能， 帮助企业一次性完成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结算多缴
退抵税业务。 企业既可以及时回
流资金， 又省去另行申请的操作
负担， 此举获得企业纷纷点赞。

为方便跨省提供建筑服务的
企业申报， 市税务局还通过金税
三期将企业预缴税款数据传递至
其主管税务机关， 减少企业手动
填写申报表的负担， 极大提高了
申报表填写效率。

截至目前， 通过 “一把手走
流程”， 市税务局围绕窗口单位
和线上政务服务平台在配套服
务、 信息共享、 办理流程等方面
存在的改进空间共实施14项优化
措施， 特别是电子税务局新增办

税功能2项， 切实将办税缴费服
务从 “能办” 全面推向 “好办”，
努力实现便民办税服务最优化。

针对走访中纳税人反映的电
子税务局在操作中缺乏及时有效
的在线指导和咨询解答的问题，
北京市税务局计划于4月推出电
子税务局 “在线导办” 功能， 为
纳税人在网上办税过程中随时提
供在线解答和指引， 同时在电子
税务局和手机APP端升级预约办
税功能， 提供事项办理引导， 进
一步丰富预约办税方式渠道。

此外， 考虑到北京企业外籍
员工较多的情况， 市税务局加强
对外籍人士的服务配套措施和专
业团队保障， 在外籍员工最为集

中的朝阳区试点组建外语人才团
队， 设置外籍人士服务专岗， 编
制外籍自然人办税指南 。 下一
步， 市税务局还将结合北京冬奥
会， 设计外籍人士办理冬奥会相
关退税业务流程， 持续提升服务
质效。

北京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将把 “一把手走流程” 作为
深化作风整顿、 优化营商环境的
常态化措施， 通过让 “一把手”
走出屋子、 沉下身子， 进一步落
实推进税费精细服务， 彻底打通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政策落地 “最
后一公里”， 确保便民办税举措
实实在在增强纳税人和缴费人的
获得感。

打通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北京税务“一把手走流程”让企业更方便

春暖花开， 越来越多的市民
走出家门踏青游玩。 然而伴随大
量游客的到来， 公园里也出现了
采挖野菜、 踏踩草坪、 攀折花木
等不文明现象。 连日来， 海淀城
管执法局联合各街镇对各大公园
开展了文明游园专项行动， 全面
提升公园环境秩序综合执法保障
能力， 进一步营造和提升文明游
园秩序。

在玉渊潭公园， 城管队员巡
查中发现不时有游客进入草坪野
餐、 拍照。 “虽然公园已经做好
了提示工作， 可还是有个别游客
随意进入草坪攀折树枝， 我们和
公园工作人员发现会及时进行劝

阻， 希望广大游客在游园赏花的
同时， 遵守相关法规， 爱护环境
秩序。” 执法人员说， 近日属地
执法队针对公园内游人攀折花
木 、 公园内游人翻越围栏 、 栏
杆、 绿篱等主要违法行为进行了
处罚。

海淀城管执法局负责人介
绍， 针对不文明行为， 属地综合
执法队与公园及时对接， 开展法
制宣传活动， 不断提升公园的游
览质量 ； 主动协调公园管理部
门， 开展联合整治， 依法规范公
园内踏青毁绿、 攀折花木、 游人
翻越围栏、 栏杆、 绿篱等不文明
行为。

近日， 景山街道在皇城根遗
址公园举行 “凝心聚力促发展，
共筑健康新长城” 主题宣传日活
动。 现场， 景山街道商会向地区
全体商户发出了共建疫苗接种
“助力” 联盟的倡议： 地区商户
通过自愿参与的形式 ， 通过打
折、 发放消费券等形式多样的惠
民活动 ， 在全地区营造 “我接
种、 我受益” 的良好氛围， 助力
景山地区疫苗接种。

兆军盛菜市场商户代表孙
茹、 沙滩后街便民综合体商户代
表陈晓云和崇远万家公司下属
奥士凯连锁店首先响应： 在指
定时间内， 地区60岁及以上居民
可凭疫苗接种相关证明， 免费换
领其中一家商户提供的便民商
品。

据了解 ， 3月27日起在景山
街道黄化门疫苗接种点成功接种
疫苗的地区60岁及以上居民可在
接种现场领取商家兑换券， 3月
27日前在景山街道黄化门疫苗接
种点成功接种疫苗的地区60岁及
以上居民可到疫苗接种登记社区
领取。

社区志愿组织代表崔轶英向
辖区居民、 驻区单位发起了 《共
创 “安心院” 共筑 “免疫城 ”》

的倡议， 号召大家主动配合社区
防疫工作， 积极参与疫苗接种，
共筑群体免疫屏障， 共创疫苗接
种 “安心院”， 让每个景山人过
的安心、 放心、 舒心。

随后， 到场领导为疫苗接种
率已达到100%的商户代表颁发
了 “我已接种” 承诺胸贴和 “全
部接种” 公示牌， 为疫苗接种率
已达到100%的居民院落代表颁
发 “安心院” 标牌。

景山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疫苗接种， 不仅关乎个人健康，
更是一份社会责任的体现。 景山
街道将以此次主题宣传日为契
机， 采用多种形式持续进行宣传
动员， 号召辖区居民、 商户在疫
情面前不做旁观者 ， “应接尽
接” “应快尽快”。 在全力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统筹推进
地区经济发展各项任务， 努力实
现 “双战双赢”。

近日， 龙潭街道邀请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原解放军309医院） 呼吸科特色
科室专家， 在龙潭街道福光路光
明小学南墙外， 举办以 “春季防
病 守护健康 ” 为主题的现场宣
传咨询活动， 为辖区居民答疑解
惑。

活动采取宣传与咨询相结合
的形式开展， 现场设置了健康咨
询台， 医护人员对前来参加活动
的居民进行一对一的健康咨询指
导， 宣传介绍预防和控制流感、
皮肤病等春季传染病知识， 并免
费为群众测量血压、 血糖， 检查
眼疾， 逐一解答群众的困惑。

活动现场， 前来接受义诊的
居民络绎不绝。 医护人员认真聆
听居民陈述病情 、 询问生活习
惯 ， 耐心叮嘱日 常 注 意 事 项 ，
仔 细 介 绍 防 病 和 养 生 知 识 ，
提 出 合 理 的 膳 食 、 运 动 等 生
活指引 ， 并为常见慢性病患者
提供健康咨询及用药指导。

本次活动为辖区居民搭建了
一个就近就医的平台， 让居民在
“家门口” 就能享受专家的诊疗，
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养成健康
的生活习惯， 做到有病早发现、
没病早预防。

“这场义诊活动是我们居民
期盼已久的 ，便捷 、高效的诊疗

服务特别贴心 ，将更多实惠与
便民送到了居民身边 。 ”义诊
活动受到了广大居民的欢迎和
赞赏，“咨询很方便，医生很专业，
服务很周到， 活动特别贴近百姓
民生， 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后心
里踏实了很多， 以后就按医生的
指导合理饮食，加强运动。 ”

活动还将疫苗接种宣传和健
康咨询结合开展， 在专家们为老
百姓提供健康服务的同时， 幸福
社区的工作人员及下沉干部积极
开展疫苗接种宣传工作， 多种形
式广泛动员现场居民 “应接尽
接， 科学接种”， 筑牢疫情安全
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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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推动 商会倡导 居民参与

龙潭街道邀专家为居民讲解春季疾病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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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谷开设“一警六员”实训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