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近
日，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向北京济
民康泰蕾沣志强药店同时发出企
业营业执照与药品经营许可证，
在全市率先将“证照联办”改革进
一步拓展至个转企领域， 支持个
体工商户转型发展。

此次，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登
记科、药械科、政务中心与北太平
庄街道市场监管所多部门协同配
合， 为个体工商户转型发展提供
一次性集中办理服务， 将个体工
商户先转为企业才能申请经营许
可证的流程进行优化， 免去个体
工商户在市场监管所、 登记注册

科与经营许可证审批部门之间的
奔波， 同步实现个体工商户 “转
型+准营”。

去年11月起，《促进个体工商
户发展条例》实施。此前，因为个
体工商户和企业的法律性质、组
织形式、责任承担方式、名称管理
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个体工商
户不能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直接
转变为企业， 需要注销原个体工
商户，再申请设立企业。对此，《条
例》规定，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
和“个转企”，涉及有关行政许可
的，行政许可部门应当简化手续，
依法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便利。

海淀发出全市首份“证照联办”个转企执照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市发改委批复怀柔区庙城锅炉房
烟气余热回收工程等4个余热回
收利用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目前4
个余热回收利用项目均已开工，
计划今年6月完工。

据了解， 庙城锅炉房烟气余
热回收工程项目位于怀柔区庙城
镇庙城村， 主要在现有锅炉房内
安装1台5兆瓦余热热泵机组及相
关配套设施。 北京雁栖诚泰热力
有限公司（南站）烟气余热热泵工
程项目位于怀柔区乐园南三街2
号， 主要安装2台6兆瓦烟气热泵

机组及相关配套设施。 燕山石化
工业余热利用项目（一期）位于房
山区燕山石化厂区内，主要安装3
台热泵机组、5台换热器、12台水
泵及相关配套设施。 中关村延庆
园八达岭片区燃气锅炉房余热热
泵回收系统项目位于延庆区八达
岭开发区供暖中心，主要安装1台
3.2兆瓦余热热泵机组及相关配
套设施。4个项目充分挖掘余热资
源，实现对余热的深度利用，共可
增加余热供热能力约82兆瓦，折
合增加供热面积约195万平方米，
进一步增强供热保障能力。

本市4个余热回收利用项目计划6月完工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近日，
朝阳区印发《中国（北京）自由贸
易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 （朝
阳组团）发展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 “《朝阳组团三年行动
方案》”）和《中关村朝阳园发展建
设三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朝
阳园三年行动方案》”），促进重点
园区特色化发展，为朝阳“两区”
建设高质量发展加码。

《朝阳组团三年行动方案》指
出，朝阳区将紧抓“两区”更高水
平开放创新发展机遇，实施“产业
聚能”“消费繁荣”“数字焕新”“活
力增强”“招商营商”“服务提级”
“规划引领”七大行动。从夯实核

心产业、激发区域活力、提升品牌
品质、完善城市建设、升级园区服
务、落实招商引资等方面发力，实
现全球资源配置力、 城市功能承
载力、国际消费驱动力、数字经济
爆发力、 企业陪伴成长力进一步
增强。

《朝阳园三年行动方案》提
出， 朝阳区将紧抓北京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 中关村新一轮先
行先试改革和北京“两区”建设重
大战略机遇， 聚焦培育数字经济
产业集群、 优化园区创新创业生
态体系、 提升园区空间使用及开
发建设效能、 推动园区开放和国
际化水平提升、 深化园区体制机

制改革等方面， 打造数字经济产
业集群、健全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提升空间资源配置效能、 创新园
区体制机制、 突显园区开放创新
特色， 将中关村朝阳园打造成为
基础设施完善、环境清新优美、产
业高度集聚、机制高效有力、开放
创新活跃的世界领先科技园区。

2023年，朝阳区“两区”建设
将对标高水平经贸规则， 加强重
点企业调研，以企业问题为导向，
探索政策创新与突破， 争取先行
先试。同时，全面落实重点园区三
年行动方案， 提升园区高质量发
展水平；聚焦“商务、金融、科技”
三大领域，探索改革实施新路径。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近
日， 随着总投资30亿元的新首钢
国际人才社区 （核心区北区 ）
1607-035地块项目启动建设，一
季度石景山区78项重大投资项目
全面开复工。

新首钢国际人才社区项目依
托园区独有的近城山水、 工业遗
存、“双奥” 文化及运动体育等优
势资源，打造“国际人才聚集区、
人才政策试验区、 创新创业示范
区、宜居宜业典范区”。建成后可
为入驻企业提供技术研发、 科技
成果转化空间及相关配套服务。

今年， 石景山区明确了一季

度重点项目建设和投资任务，目
前78项已开复工重大项目总投资
达1440亿元，当年计划投资370亿
元。其中，产业转型领域包括中关
村工业互联网产业园1606-034地
块、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北I
区1605-651地块、 新首钢国际人
才社区（核心区北区）1607-036地
块项目等14个项目，总投资404亿
元； 城市更新领域包括北京北重
文化产业园一期 ， 衙门口棚改
708、734地块，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等7个项目，总投资249亿元；基础
设施领域包括苹果园综合交通枢
纽、调色板花园地下停车库、鲁谷

和北重供热厂供热调峰及配套热
网项目等30个项目，总投资132亿
元； 民生保障领域包括北大附中
石景山学校（新址）建设工程、衙
门口养老服务中心、 五里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等21个项目， 总投
资588亿元；生态文旅领域包括西
山绿道（石景山段）建设工程、模
式口大街修缮改造与环境整治等
6个项目，总投资67亿元。

2022年， 石景山区补足基础
设施和民生领域短板弱项， 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440.8亿元，同比增
长7.3%。今年，该区安排重大投资
项目176项，总投资1895亿元。

朝阳出台“两区”建设重点园区三年行动方案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记者
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
局获悉， 北京市税务、 公安、 海
关、 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依法查
处北京市某贸易公司等2户出口
企业骗取出口退税案件。 北京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对该案作
出一审判决 ， 主犯杨某辉 因 犯
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判处无期徒
刑， 8名从犯因犯骗取出口退税
罪被判处5年至7年不等的有期徒
刑。

经查， 北京市某贸易公司等
两户出口企业通过将不予退税的
金、 银等贵金属进行简单加工，
伪装成高性能导线、 空心电感器
等可退税产品出口等手段骗取出

口退税 。 北京市税务部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 及相关规定， 追缴骗取出口
退税 13084.62万 元 ， 不 予 退 税
11718.97万元。 税务部门依法依
规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 配合公
安机关开展收网行动。

北京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 税务部门将按照全国六部门
联合打击骗取留抵退税和出口退
税工作交流推进会精神， 进一步
发挥六部门联合打击机制作用，
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对虚开发票
骗取出口退税等涉税违法犯罪行
为重拳出击、 严惩不贷， 始终保
持高压态势， 护航出口退税政策
措施落准落好。

本市查处一起骗取出口退税团伙案件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1月30
日，北京破产法庭成立四周年。记
者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了
解到，4年来，法庭通过破产重整、
破产和解挽救中小微企业40家。

据了解， 针对中小微企业抗
风险能力不足等特点， 法庭出台
全国首个专门规定中小微企业重
整的规范 《中小微企业快速重整
工作办法》。4年来，法庭通过破产

重整、 破产和解挽救中小微企业
40家，为企业引入投资74亿元，清
理企业债务546亿元， 盘活资产
617亿元，清偿职工债权4亿元，安
置职工1632人。 法庭构建起确立
司法救治一个核心理念、 优化时
间和成本两项程序要素、 协调三
类主体关系的“1+2+3”司法挽救
制度体系， 助力中小微企业减负
纾困创新发展。

４年间，该法庭出台12部审判
规范指引， 包括全国首个专门规
范推荐指定债权人的规则 《接受
债权人推荐指定管理人的工作办
法》、全国首个系统规定关联企业
实质合并重整的规范 《关联企业
实质合并重整工作办法》等，明确
市场主体预期， 涵盖破产程序痛
点堵点，实现从“全覆盖”向“全效
能”转变。

【本市】03新闻2023年 ２月 3日·星期五│本版编辑 马骏│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张旭│E—mail:ldwbyw@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促进重点园区特色化发展

总投资达1440亿元

石景山区78项重大项目全面开复工

第三十五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评选启动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共青团

北京市委员会、 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联合启动第三十五届
“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评选表彰工
作。记者昨天从团市委了解到，活
动将积极选树在疫情防控、 病患
救治工作中敢于担当作为、 作出
突出贡献的青年典型。

本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评
选范围为年满14周岁、 不满40周

岁，工作生活在北京的青年。表彰
名额为30名， 其中处级及以上领
导干部不超过获奖总数的20%。
活动将重点评选以下方面的优秀
青年：爱岗奉献，扎根基层一线，
在平凡的岗位做出不平凡的业
绩；创新进取，在本领域积极创新
创业创优，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或社会效益；引领风尚，具有良
好的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和家庭

美德，积极弘扬青春正能量；服务
北京， 在重大工作项目和重大政
治任务中作出重要贡献， 具有较
强示范引领作用。

评选将通过基层提名、 组织
征选、媒体推荐、个人自荐等4种
渠道进行人选推荐。3月中旬依托
团市委“青春北京”公众号对60名
候选人进行事迹展示， 随后进行
复评，3月下旬公示。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元宵
节即将来临，近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在商场超市、批零市场、餐饮
单位、生产企业、网络平台等开展
元宵（汤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经检验，全部合格。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20余个主
要品牌，共66批次，重点检验防腐
剂、甜味剂、生物毒素、重金属污
染、质量指标等项目。经检验，北

京市场销售的元宵（汤圆）安全状
况总体较好，市民可放心食用。

同时，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
元宵节食用元宵 （汤圆） 消费提
示。在选购元宵（汤圆）时，要仔细
查看包装上的食品标签内容是否
齐全。 谨慎购买无标签或标签信
息不全、内容标示不清晰的产品。
易敏人群在挑选或食用元宵时需
注意仔细查阅配料表， 以及配料

表邻近位置是否有过敏物质提示
信息。

食用元宵（汤圆）要参考包装
标签上的食用方式， 在煮熟煮透
后食用。由于元宵（汤圆）的馅料
中糖、油含量较高，消费者要结合
身体状况适量食用， 消化系统相
对较弱的老年人和儿童要注意食
用量， 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等特
殊疾病患者应谨慎食用。

本市抽检元宵、汤圆全部合格

传统口味元宵受欢迎
元宵节临近， 京城各家餐饮的元宵销售进入高峰期。 记者昨天在

鸦儿李记龙潭店看到， 今年该店元宵售卖主打 “传统牌”， 以黑芝麻、
巧克力、 山楂、 五仁4种馅料为主。 据悉， 从正月十二开始进入销售
高峰， 14家店每天销售都在1万余斤， 从馅料炒制到石磨撵面， 门店
现摇现卖， 确保元宵的新鲜口感。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北京破产法庭4年挽救中小微企业40家


